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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5� � � � � � � �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21-093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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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的会议通知于2021年9月8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9月13日上午

10:00在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现场出席董事

2人，参加通讯表决5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丰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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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

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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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以公司部分自

有土地、房产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7亿元的综合授信。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以部分自有土地、房产作为抵

押，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的综合授信。 最终授信

额度、期限等以银行审批为准，以上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

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资产抵押申请综合授信事

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抵押物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抵押资产的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权证号 面积/数量

1 土地 鲁（2019）龙口市不动产权第0003241号 30360.00㎡

2 房产 鲁（2019）龙口市不动产权第0003241号 17896.00㎡

烟台茂元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以2021年6月24日为基准日对上述拟实施抵押的土地、房产

进行了评估，评估值合计为3,426.05万元。

除本次抵押外，以上房产、土地不存在其他抵押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对公司影响

公司以部分自有土地、房产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提供抵押担保，是为了满足

公司融资需求，贷款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该抵押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其他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办理该授信及抵押事宜，并

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等。

五、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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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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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陈丽玲女士的辞职报告，陈丽玲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

监职务，辞任财务总监后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陈丽玲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陈丽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黄轶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自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对

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黄轶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黄轶芳先生，1980年12月出生，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 曾任武汉华星

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武汉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湖北美尔

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黄轶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黄轶芳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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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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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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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轶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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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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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9月9日以电话、传真、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1年9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鉴于陈丽玲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已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轶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

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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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30,128,800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

12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9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8月25日出具了《关于同意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29号），同意浙江蓝特光学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特光学”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获准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900,000股， 并于2020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401,58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64,643,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8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936,053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9.20%。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1,918,947股限售股已于2021年3月22日上

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限售股股东40名，对应的

股份数量为130,12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30%，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发行的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0年 9月16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将于2021年9月2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21日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

关事宜。 公司于2021年1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

予日为2021年1月8日。公司以12.0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4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27.00万股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以12.0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4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27.00万股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 2021年2月3日，首次授予的126.5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因一名激励对象放

弃获授的0.5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完成并上市流通。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总股本由401,580,000股变

更为4,028,450,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402,845,000股，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3,990,000股，占

总股本的90.35%，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38,8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65%。 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130,128,800股，占总股本的32.30%。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上市流

通的40名限售股股东所作承诺如下：

（一）董事王晓明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

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价格（期间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

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

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为

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

（4）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5）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本人拟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每年减持不超过上市前所持股份数量的100%，减持价格不低于

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减持行为应通过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进行，

且本人应至少提前3个交易日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 并由

公司及时予以公告。 自公司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方可以减持公司的股票。

（6）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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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还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其他规定。

（7）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

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若

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

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如果因本

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根据届时相关规定采取其他措施。

（二）股东张引生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

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本人拟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每年减持不超过上一年末所持股份数量的100%，减持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减持行为应通过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进

行，且本人应至少提前3个交易日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

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 自公司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方可以减持公司的股票。

（3）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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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还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其他规定。

（4）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

行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如果因

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根据届时相关规定采取其他措施。

（三）持股的核心技术人员高峰、徐明阳、李青松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和离职后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首发

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本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还

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其他

规定。

（4）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

行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如果因

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根据届时相关规定采取其他措施。 ”

（四）股东杭州远宁荟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远宁荟鑫” ）、博信成

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信成长” ）、上海斐君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斐君元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斐

君” ）、 上海复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复鼎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复鼎一期” ）、嘉兴斐君永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雍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雍益投资” ）、嘉兴容江二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容江二号” ）、信达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彬复

现代服务业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彬复基金” ）、浙江容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嘉兴容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容港投资” ）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

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企业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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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还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其他规定。

（3）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

未履行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

正；若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

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根据届时相关规定采取其他措施。

（五）股东张茂、邬彩华、王柳琳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

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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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还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其他规定。

（3）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

行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如果因

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根据届时相关规定采取其他措施。

（六）股东徐舟、章丽君、陆跃明、冯国生、陆建华、李青松、凌国强、李文龙、章利炳、徐

明阳、倪德平、钱建刚、李道东、陈春卉、李志忠、王建华、高峰、许旗明、陆文中、马金辉、陈

骏、田红波、吴广钱、沈晓萍、张学亮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

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首发

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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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还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其他规定。

（4）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

行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如果因

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根据届时相关规定采取其他措施。

（七）股东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欣丝绸” ）、蓝山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山投资” ）承诺：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

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公司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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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还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其他规定。

（3）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

未履行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

正；若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收入

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公司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根据届时相关规定采取其他措施。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蓝特光学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

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

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蓝特光学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同意蓝特光

学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0,12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30%。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9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王晓明 18,886,000 4.69% 18,886,000 0

2 张引生 16,330,000 4.05% 16,330,000 0

3 远宁荟鑫 14,200,000 3.52% 14,200,000 0

4 博信成长 11,360,000 2.82% 11,360,000 0

5 徐舟 6,191,200 1.54% 6,191,200 0

6 嘉欣丝绸 5,680,000 1.41% 5,680,000 0

7 蓝山投资 5,680,000 1.41% 5,680,000 0

8 章丽君 3,748,800 0.93% 3,748,800 0

9 冯国生 3,578,400 0.89% 3,578,400 0

10 陆跃明 3,578,400 0.89% 3,578,400 0

11 陆建华 3,521,600 0.87% 3,521,600 0

12 张茂 3,408,000 0.85% 3,408,000 0

13 复鼎一期 3,408,000 0.85% 3,408,000 0

14 宁波斐君 3,408,000 0.85% 3,408,000 0

15 邬彩华 2,840,000 0.70% 2,840,000 0

16 彬复基金 2,840,000 0.70% 2,840,000 0

17 王柳琳 2,272,000 0.56% 2,272,000 0

18 李青松 2,272,000 0.56% 2,272,000 0

19 雍益投资 2,272,000 0.56% 2,272,000 0

20 容江二号 2,055,615 0.51% 2,055,615 0

21 凌国强 1,704,000 0.42% 1,704,000 0

22 李文龙 1,420,000 0.35% 1,420,000 0

23 容港投资 1,352,385 0.34% 1,352,385 0

24 章利炳 902,000 0.22% 852,000 50,000

25 徐明阳 852,000 0.21% 852,000 0

26 倪德平 852,000 0.21% 852,000 0

27 钱建刚 624,800 0.16% 624,800 0

28 李志忠 568,000 0.14% 568,000 0

29 陈春卉 568,000 0.14% 568,000 0

30 王建华 568,000 0.14% 568,000 0

31 高峰 568,000 0.14% 568,000 0

32 李道东 568,000 0.14% 568,000 0

33 许旗明 454,400 0.11% 454,400 0

34 马金辉 284,000 0.07% 284,000 0

35 陈骏 284,000 0.07% 284,000 0

36 田红波 304,000 0.08% 284,000 20,000

37 陆文中 284,000 0.07% 284,000 0

38 沈晓萍 170,400 0.04% 170,400 0

39 吴广钱 170,400 0.04% 170,400 0

40 张学亮 170,400 0.04% 170,400 0

合计 130,198,800 32.30% 130,128,800 70,00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30,128,800 12

合计 130,128,80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57� �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1-060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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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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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霍里山大道南段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毛海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746,187,776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

托代理人共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49,753,1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47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49,321,26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1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31,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709,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反对44,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8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8125％；反对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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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3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695,0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反对58,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73,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6.5478％；反对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4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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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刘小英律师、 刘宇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

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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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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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房镇三赢路16号山东科汇电力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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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3,780,3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7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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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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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徐丙垠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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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朱亦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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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80,3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公司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解除股权托管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解除股权托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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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80,3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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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

程并办理变更登记的公告

5,023,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申请公司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解

除股权托管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解除

股权托管的议案

5,023,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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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团结、杜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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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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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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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8月2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2021年9月13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6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名。 本次会议由陈冬根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与会董事充分协商，一致同意选举陈冬根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

会，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下列人员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陈冬根先生、陈卫东先生、姚桂根先生担任，其中，陈冬根先生任战略委

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余钢先生、金惠忠先生、陈冬根先生担任，其中，余钢先生任提名委员会

主任；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金惠忠先生、李培峰先生、余钢先生担任，其中，金惠忠先生任审计委员

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李培峰先生、余钢先生、陈卫东先生担任，其中，李培峰先生任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陈冬根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卫东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总经理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

投资者查询。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陈卫东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钱建忠先生、王超先生、朱风涌先生、姚桂根先

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副总经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陈卫东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姚桂根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陈冬根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文钧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兼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

投资者查询。

张文钧先生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12-68094995

传真：0512-68094995

电子邮箱：ir@kedacom.com

联系地址：苏州市高新区金山路131号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梅根友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报备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附：简历

陈冬根先生：1964年12月出生，工程师。 1985年至1995年先后担任吴县机械三厂技术员、技

术科长；1995年至2000年就职于东吴铁塔厂；2000年起在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先后

担任董事、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2004年起担任百慕大科达、信博国际的董事和苏州科达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科达特种

视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苏州科达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饶市信则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睿视（苏州）视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日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上海科法达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泓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璨达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优医达智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优医达（广东）互联

网医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陈冬根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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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 陈冬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29,811,

628股。

陈卫东先生：1967年9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1989年至1995年任苏州有线电一厂工程师、副

总工程师；1995年至2004年先后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 总经理；

2004年起任百慕大科达董事和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厦门科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

睿威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睿视（苏州）视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科达系统

集成有限公司总经理、上饶市信则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泓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科达思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本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陈卫东先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截至本公告日， 陈卫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4,

989,958股。

姚桂根先生：196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姚桂根先生1982年至

1996年在江苏苏钢集团财务处担任成本会计等职；1996年至2003年在苏州高新区燃气发展管

理公司财务部历任副经理、经理等职；2003年至2005年在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财务部担任经

理；2005至2017年7月在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历任财务总监、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2013年3

月至2017年8月21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8月21日起担任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泓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科达思创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上海科法达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监事。 姚桂根先生与本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截至本公告日，姚桂根先生持有本公

司股票37,632股。

钱建忠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8月出生，工程师。 1989年至1995年就职于苏州东风通信设

备厂，1996年至2001年就职于苏州山友通信技术公司，2001年至2004年就职于苏州科达通信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2004年起担任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钱建忠

先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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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截止本公告日，钱建忠先生

持有本公司股票5,442,087股。

王超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3月出生。 1999年至2001年任亿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

理，2002年至2004年担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2004年起先后担任

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总监、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领世通信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王超先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截止本公告日，王超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035,918股。

朱风涌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6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 1997年至1999年任苏州

有线电一厂技术支持工程师，1999年至2004年担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销售工程

师、区域负责人、大区经理，2004年起担任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行业销售总监、副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中亦州执行董事兼经理、武汉科达慧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朱风涌先

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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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截止本公告日，朱风涌先生持

有本公司股票3,169,688股。

张文钧先生：中国国籍，1982年1月出生，企业管理硕士，中共党员。 2005年毕业于华东理工

大学工程管理专业，201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2005年7月至今，历任苏州科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总经理技术助理、战略管理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上海共视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柘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睿视

（苏州）视频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日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监事，厦门科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南宁科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张文钧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明》。 张文钧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截止本公告日，张文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梅根友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7月出生，高级物流师。 1992年至1999年任苏州三先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业务经理；2000年至2020年历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苏州科达科技有

限公司采购总监，制造总监，供应链中心总经理。2021年至今任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

总监。 梅根友先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截止本公告

日，梅根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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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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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8月2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2021年9月13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由郑学君女士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文钧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与会监事充分协商，一致同意选举郑学君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

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报备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9月14日

附：简历

郑学君女士：1981年9月出生，中级会计师。 2003年至2005年担任苏州欣鸿源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会计，2005年至2007年担任苏州顺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07年起历任苏州科

达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财务经理。 现任本公司财务经理、监事、丰宁满族自治县拓科智慧

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柘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郑学君女士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截止本公告日，郑学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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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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高新区金山路131号 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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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74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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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69

注：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人， 代表股份总数149,417,

9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4%。 其中，参与现场表决的股东共计8名，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47,476,21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9.84%，计入上述表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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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冬根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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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6人,候选董事余钢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职工代表监事刘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龙瑞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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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62,911,059 96.5617 5,367,645 3.1815 433,080 0.2568

2、议案名称：《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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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11,059 96.5617 5,367,645 3.1815 433,080 0.2568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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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11,059 96.5617 5,367,645 3.1815 433,080 0.256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陈冬根先生 153,466,764 90.9435 是

4.02 陈卫东先生 153,466,764 90.9435 是

4.03 姚桂根先生 155,070,040 91.8936 是

5、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金惠忠先生 153,467,765 90.9441 是

5.02 李培峰先生 153,467,765 90.9441 是

5.03 余钢先生 155,071,038 91.8942 是

6、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郑学君女士 152,848,085 90.5769 是

6.02 晋青剑先生 154,138,618 91.341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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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18,109,473 75.7395 5,367,645 22.4491 433,080 1.8114

2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18,109,473 75.7395 5,367,645 22.4491 433,080 1.8114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8,109,473 75.7395 5,367,645 22.4491 433,080 1.8114

4.01 陈冬根先生 8,627,546 36.0831 0 0 0 0

4.02 陈卫东先生 8,627,546 36.0831 0 0 0 0

4.03 姚桂根先生 10,230,822 42.7885 0 0 0 0

5.01 金惠忠先生 8,628,547 36.0873 0 0 0 0

5.02 李培峰先生 8,628,547 36.0873 0 0 0 0

5.03 余钢先生 10,231,820 42.7927 0 0 0 0

6.01 郑学君女士 8,008,867 33.4956 0 0 0 0

6.02 晋青剑先生 9,299,400 38.893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为关联议案，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

股东姚桂根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又为特别决议

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

为普通决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毛一伦、梁铭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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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