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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协议收购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之2021年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财务顾问：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112号滨江金融中心T3、T4及裙房718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26楼

二○二一年五月

释 义

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阳光股份、上市公司 指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08

京基集团、收购人 指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股份 指

Eternal�Prosperity�Development�Pte.�Ltd.持有的21,840万股阳光股份的股份，占阳光股份总

股本的比例为29.12%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权转让 指

京基集团通过协议受让Eternal�Prosperity�Development�Pte.�Ltd.持有的21,840万股阳光股

份的股份，占阳光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29.12%

本持续督导意见、本意见 指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协议收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之2021年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就本次协议收购而编写的《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指

就本次协议收购而编写的《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修订

稿）》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财务顾问、财信证券 指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京基集团通过协议受让Eternal� Prosperity� Development� Pte.� Ltd.持有的21,840万

股阳光股份的股份，占阳光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29.12%。 收购完成后，京基集团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陈华

先生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2020年4月29日，阳光股份公告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权益变动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0年5月7日，阳光股份公告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2020年5月8日，阳光股份公告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协议转让的进展公告》。

2020年5月14日，阳光股份收到Eternal� Prosperity� Development� Pte.� Ltd.转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21,840万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12%）上市公司A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已转让予京基集团，过户日期为2020年5月

13日。 2020年5月15日，阳光股份公告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证券过户登记的公告》。

财信证券作为本次协议收购上市公司的收购方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自上市公司公告《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起至本次股权转让过户完成后的12个月止（即2020年4月29日至2021年5月31日）。

2021年4月30日，阳光股份披露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通过日常沟通，结合阳光股份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财信证券出具本持续督导期（即自2021年1月1

日至2021年3月31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 ）的持续督导意见。

二、督导意见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之日，京基集团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

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阳光股份的股东权益。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之日，京基集团、阳光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京基集团就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股份锁定及保持上市公司经营

独立性作出了相关承诺。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京基集团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

（一）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

变动外， 收购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但不排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市场情

况，进一步巩固控制权目的及/或自身战略安排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若收购人后续拟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本次受让阳光股

份的股份。

2020年11月11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

认可及发展前景的信心，京基集团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计划自 2020年11月12日起 6� 个月内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5%（即：3,749,567�股），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6%（即：6,449,254� 股），本次增持完成后，控股股东

京基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9.98%。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京基集团将根据公司股

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2021年1月30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公告》。截至2021年1月29日，京

基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371,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25,867,025.03�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完成

后，京基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24,77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7%。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处置其已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除上述增持计划外，收购人未提出其

他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京基集团持有上市公司29.97%的股份。

（二）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

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不存在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三）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

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

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

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阳光股份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均未发生过其他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

或合作的情况，阳光股份亦未发布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公告。

（四）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收购人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

司推荐合格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产

生新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除此之外，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

东之间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

何合同或者默契，收购人不存在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计划。

（五）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收购人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及规范

治理要求，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收购人不排除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适当修订。 如届时修订上市公司章

程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

划。

（六）对被收购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

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若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对上市公司业务或资产进

行调整，收购人不排除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进行相应调整。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业务正常开展，员工聘用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动。

（七）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

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对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对《公司章程》股利分配条款进行修订

的情形。

（八）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

其他确定的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但不排除根据上市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在遵守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收购人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作出适当合理且必要调整的可能，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

届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提出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者借款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上市公司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京基集团依法履行了权益变动的报告和公告义务；京基集团和上市公司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未发现上市公

司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项目主办人：

叶 乾 胡磊华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 � �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21-041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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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14日在北京市大兴

区科创十二街8号院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1年5月13日以电话、传真、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郭信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

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推举由郭信平董事主持，本次会议到会董事经过逐项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

行表决，最终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郭信平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吴玥女士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逐项选举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各委员会委员、主任

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选举董事郭信平、王志强、闫忠文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郭信平先生为

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计委员会：选举董事郜卓、李占森、金勇军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郜卓先生为主任

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提名委员会：选举董事金勇军、吴玥、闫忠文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金勇军先生为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董事金勇军、郜卓、孙久钢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金

勇军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聘任王崇香女士、吴林先生、徐杨俊先生、贾晓丹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聘任王崇香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聘任闫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10-58275015

传真：010-58275259

电子邮箱：dongmi@unistrong.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科创十二街8号院

邮编：100176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七）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聘任刘江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聘任宋晓凤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10-58275015

传真：010-58275259

电子邮箱：dongmi@unistrong.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科创十二街8号院

邮编：100176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与相关人员简历

郭信平先生，1965年3月出生，1990年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硕士，研究

方向为卫星导航；2005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毕业。 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

第五研究室担任讲师，从事卫星导航的技术研究。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以来，一

直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郭信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77,490,695股。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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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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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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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吴玥女士，1971年10月出生，高级会计师，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专业，本科学历。曾

任河南鼎祥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河南林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光大

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郑州航空港兴晟信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郑州航空港兴晟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

吴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为控股股东郑州航空港区兴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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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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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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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志强先生，1977年4月出生，1998年获石家庄铁道学院暖通专业学士。 曾任中铁15局集团

7公司总经理助理，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郑州航空港兴港公

用事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郑州航空港兴港智慧城市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

王志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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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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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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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李占森先生，1971年10月出生，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1年7月

-1998年2月，禹州市粮食局财务科会计、主办会计；1998年3月-2003年9月，许昌新龙矿业有限

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2003年10月-2010年5月，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驻外财务科财

务科长；2010年6月-2013年6月，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2013年7月-2016年5

月，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2016年5月-2016年7月，郑州航空港

兴晟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监；2016年7月-2016年9月， 郑州航空港兴晟信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副总监；2016年9月-2019年11月，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部副总监。 现任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监。

李占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管理部总监，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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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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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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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崇香女士，1964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1984年1月-1993年3月，

河南省纺织研究院工艺设计；1993年3月-1997年5月， 河南省建筑材料总公司会计；1997年5月

-1998年7月，河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财务科长；1998年7月-2000年12月，河南省物资信

息中心财务科长；2001年1月-2003年10月，河南省燃料总公司财务科长；2003年10月-2004年7

月，中原贸易中心总会计师；2004年8月-2010月4月，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10年4

月-2012年4月，新乡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2012年4月-2019年10月，河南豫能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19年10月-2019年12月，兴港投资财务管理部资深顾问。现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王崇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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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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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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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孙久钢先生，198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任中投信用担保

有限公司担保部副总经理、北京金马甲产权网络交易有限公司高级总监；现任北京合众思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合众智造（河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省华锐光电产业

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星地恒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孙久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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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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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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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郜卓先生，1963年9月出生，博士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曾任中国成套

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股改办副主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弘卓业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 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特聘教授。 株洲旗滨集团有限公司 （601636） 独立董事，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02987）独立董事。

郜卓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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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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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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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闫忠文先生，196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博士，研

究员职称。 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部副部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经营投

资部部长、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闫忠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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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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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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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金勇军先生，1968年5月出生，金华市人，汉族，硕士，民盟盟员。 199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

学哲学系，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民商法专业。 1996年起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任教，

现任清华大学战略系商法副教授，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金勇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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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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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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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吴林先生，196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系导航专

业，曾获原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曾任西安导航技术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设计师、西安

导航技术研究所经济计划处副处长、西安导航技术研究所GPS开发中心副主任、西安华兴卫星

导航研究所总经理、西安东强电子导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4�年起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

司中央研究院院长、公司副总经理。

吴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0,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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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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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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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徐杨俊先生，1976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0年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曾任南方卫星

导航仪器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兼副总经理、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

高精度事业部总经理。

徐杨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85,9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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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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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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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贾晓丹女士，1985年9月出生，硕士学历，201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曾

任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管部高级

经理、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郑州航空港兴港公用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郑州

航空港兴港智慧城市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贾晓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为间接控股股东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

事，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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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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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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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闫文先生，1981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础数学专业。 曾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现金管理部产品经理、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军工投资部执行总经理、保利科技防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华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 10�月起加入北京合众思壮科技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投

资总监。

闫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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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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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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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刘江女士，1971年1月出生，1991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九江分院财政专业。 会计师职称，

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曾任职于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审计部总监。

刘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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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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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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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宋晓凤女士，1992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10月起担任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宋晓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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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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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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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证券代码：002383� � � �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21-042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5月13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

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由侯红梅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表决通过选举侯红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

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监事会主席侯红梅女士简历：

侯红梅女士，1971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北京商海贸易公司会计主管，1998年起任职

于合众思壮，历任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监事。

侯红梅女士持有公司股票432,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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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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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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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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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省属国有上市公司

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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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15:30—17:00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互动

●网络直播地址：“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5月18日（星期二）24：00前将感兴趣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邮箱：zjln@nonfemet.com.

cn，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重点回答。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31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并于2021年4月30日披

露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以及广东省国资委《关于

印发〈关于提高省属控股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的通知》（粤国资资本[2021]4号）要求，加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根

据广东省国资委的统一安排，将于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15:30—17:00，参加广东省国资委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大厅举办的

主题为“不忘来时路，粤企再出发”的广东省属国有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业绩说明会通过现场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0年年度以及2021年一季度业绩、经营情况、现金分红方案等事项与投资

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15:3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互动

（三）现场会议地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大厅

（四）网络直播地址：“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董事局主席余刚，董事总裁张木毅，董事局秘书黄建民，财务部总经理周平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24:00前将感兴趣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邮箱：zjln@nonfemet.com.

cn，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重点回答。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15:3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在线

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部门：董事局办公室

联系邮箱：zjln@nonfemet.com.cn

联系电话：0755-82839363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自 2021年 5月 20日起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观看业绩说明会的视频回放。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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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亲属短线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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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局主席余刚先生的直系亲属余女士于2021年5月10日买入本公司

股票50000股，于2021年5月13日卖出本公司股票50000股，导致出现短线交易的行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余女士通过其名下证券账户买卖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交易股数（股）

交易均价

（元/股）

成交金额

（元）

1 2021年5月10日 买入 50000 5.34 267000

2 2021年5月13日 卖出 50000 4.95 2475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女士持有公司股票0股。

二、本次交易情况的说明

1、公司知悉上述交易行为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相关情况。经与余刚先生核实，余刚先生声明事先并不知晓余女士交易公司股票的

相关情况，交易前后未告知其公司经营情况或其他内幕信息。

经与余女士核实，余女士是基于公司发展前景，根据公开信息进行的自主投资决策。

本次交易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谋求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2、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

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

余女士本次短线交易未获得收益，故不存在将收益交至公司的情况。

3、余女士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

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4、公司董事局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相关工作人员学习《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督促相关人员遵守规定，规范操作，杜绝违规交易情况再次发

生，公司也将认真及时履行相关人员增持减持公司股票的信息披露义务。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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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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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兴国路23号广汽中心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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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67,350,01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017,102,6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350,24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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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75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13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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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曾庆洪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适用A股

股东）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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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6人，肖胜方董事、宋铁波董事、陈军董事、丁宏祥董事、韩

颖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龙勇监事、王君扬监事因其他公务安排未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相关部室人员出席本次会议，见证律师、H股过

户处卓佳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以现场及视频形式参加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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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6,016,838,240 99.9956 100,500 0.0016 163,900 0.0028

H股 1,346,395,375 99.7147 0 0 3,852,000 0.2853

普通股合计： 7,363,233,615 99.9441 100,500 0.0014 4,015,900 0.054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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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6,016,838,240 99.9956 100,500 0.0016 163,900 0.0028

H股 1,346,459,375 99.7195 0 0.0000% 3,788,000 0.2805

普通股合计： 7,363,297,615 99.9450 100,500 0.0014 3,951,900 0.053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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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6,016,838,240 99.9956 100,500 0.0016 163,900 0.0028

H股 1,346,459,375 99.7195 0 0 3,788,000 0.2805

普通股合计： 7,363,297,615 99.9450 100,500 0.0014 3,951,900 0.0536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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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6,983,040 99.9980 83,000 0.0013 36,600 0.0007

H股 1,345,511,375 99.6492 948,000 0.0702 3,788,000 0.2805

普通股合计： 7,362,494,415 99.9341 1,031,000 0.0140 3,824,600 0.0519

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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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6,502,140 99.9900 563,900 0.0093 36,600 0.0007

H股 1,339,606,329 99.2119 10,615,046 0.7862 26,000 0.0019

普通股合计： 7,356,108,469 99.8474 11,178,946 0.1517 62,600 0.0009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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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6,761,015 99.9943 305,025 0.0050 36,600 0.0007

H股 1,195,821,926 88.5632 99,698,344 7.3837 54,727,105 4.0531

普通股合计： 7,212,582,941 97.8993 100,003,369 1.3574 54,763,705 0.7433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1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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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6,946,140 99.9973 87,000 0.0014 69,500 0.0013

H股 1,286,793,870 95.3006 8,583,600 0.6357 54,869,905 4.0637

普通股合计： 7,303,740,010 99.1366 8,670,600 0.1177 54,939,405 0.7457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广汽集团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1-202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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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6,846,040 99.9957 223,200 0.0037 33,400 0.0006

H股 1,344,861,775 99.6011 5,359,600 0.3969 26,000 0.0019

普通股合计： 7,361,707,815 99.9234 5,582,800 0.0758 59,400 0.0008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增发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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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5,133,736 99.9672 1,927,704 0.0320 41,200 0.0008

H股 483,859,795 35.8349 866,128,780 64.1459 258,800 0.0192

普通股合计： 6,498,993,531 88.2134 868,056,484 11.7825 300,000 0.0041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一般性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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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257,379 99.9194 4,805,061 0.0798 40,200 0.0008

H股 499,204,225 36.9713 850,927,150 63.0201 116,000 0.0086

普通股合计： 6,511,461,604 88.3827 855,732,211 11.6152 156,200 0.002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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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809,449,676 99.9258 563,900 0.0696 36,600 0.0046

8

关于制定 《广汽集团股东分

红 回 报 规 划（2021-2023

年）》的议案

809,793,576 99.9683 223,200 0.0275 33,400 0.0042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公司

董事会增发股份的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808,081,272 99.7569 1,927,704 0.2379 41,200 0.0052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公司

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805,204,915 99.4018 4,805,061 0.5931 40,200 0.00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请审议议案均已获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发友、李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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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023� � � � � �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公告编号：2021-031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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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联慧街188号安恒大厦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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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506,9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50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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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3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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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范渊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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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楼晶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戴永远先生及副总经理黄进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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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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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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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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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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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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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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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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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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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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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暨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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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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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0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部分基本管理制度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授权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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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0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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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0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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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0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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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9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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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8,3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143,7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344,8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2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343,654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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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3,488,6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3,488,6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3,488,6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3,488,6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3,488,6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

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10、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第10项议案，关联股东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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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事务所

律师：徐峰先生、阮曼曼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