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70� � �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18-05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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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066,846,145.92 2,011,743,929.44 2.74%

营业利润 -103,977,487.19 58,690,132.28 -277.16%

利润总额 -99,210,565.20 73,692,095.31 -23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8,333,713.04 89,536,926.33 -209.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05 0.1019 -208.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4% 4.42% 下降9.3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666,084,679.99 4,216,605,005.18 1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923,435,350.06 2,057,370,962.98 -6.51%

股本 890,047,497.00 890,047,497.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1610 2.3115 -6.51%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6,684.61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2.74%，主要受成品销售和原材料销售

相对于去年同期都有所增长的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比上年同期下

降了277.16%、234.63%、209.82%、208.44%， 主要受贵州子公司产销未达预期， 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增加市场投

入、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资产减值的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48� � � �证券简称：北纬科技 编号：2018-006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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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569,709,933.42 394,408,901.95 44.45%

营业利润 163,297,844.60 87,862,078.14 85.86%

利润总额 163,156,308.21 88,756,343.52 8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661,424.13 79,114,127.91 66.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 0.31 -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4% 7.51% 4.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361,727,634.15 1,222,721,130.71 1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02,777,117.64 1,091,417,837.82 10.20%

股本（股） 567,351,127.00 257,891,876.00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12 4.23 -49.93%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6,970.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4.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66.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6.42%。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报告期内持续夯实移动互联网转型

成果，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启动股权激励，深化业务管理和费用控制，全年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和净利润实现相应增长。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12元，较报告期初减少49.93%，主要

是由于公司报告期内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导致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7年1-12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2,200万元-1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4.76%-80.13%。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68� � �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6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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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299,479,000.47 5,219,322,368.62 1.54%

营业利润 273,441,819.38 264,342,649.05 3.44%

利润总额 319,089,174.38 330,041,745.17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012,557.57 301,642,138.38 -4.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956 0.7328 -5.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8% 13.28% -1.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598,986,015.39 7,761,231,676.93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11,263,443.54 2,416,702,448.86 8.05%

股 本 415,229,246.00 415,597,227.00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2887 5.8150 8.15%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保持稳定，较上年同期增长-4.19%；

2.公司股本较上年同期增加-0.09%，源于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股票回购所致；

3.公司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加10.79%，主要源于公司业务稳定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10%-40%。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负责人刘学林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涂孙红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钟燕女士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73� � �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18-009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七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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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二○一七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二○一七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78,649.70 254,003.15 9.70%

营业利润 78,752.97 55,673.85 41.45%

利润总额 76,306.38 56,775.28 3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419.90 49,675.19 29.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6 0.74 29.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4% 18.41% 1.9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58,615.92 375,815.65 2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4,344.99 290,488.57 21.98%

股本 67,421.00 67,495.41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26 4.30 22.33%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8,649.70万元，同比增长9.70%；实现营业利润78,752.97万元，同比增

长41.45� %；实现利润总额76,306.38万元，同比增长34.40%。增长的主要原因系：（1）、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二○一七年度营业利润持续增长；（2）、公司加强了费用的管控，从而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营

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增长较快；（3）、根据财务报表列报要求，二○一七年度营业利润列报中新增了资产处置

收益及列报到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2、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458,615.92万元，同比增长22.03%，增长的主要原因系经营业绩增长及2017年

子公司成都康弘制药有限公司收到政府拆迁补偿款；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54,344.99万元，同

比增长21.98%，增长的主要原因系二○一七年公司经营业绩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二○一七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8-01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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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总收入 6,976,024,257.59 6,709,549,178.27 3.97%

营业利润 8,393,810.46 18,752,913.91 -55.24%

利润总额 -17,822,459.49 39,176,398.88 -14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463,643.22 54,383,644.92 -196.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08 -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14% 3.37% -6.5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3,533,441,510.65 3,742,359,871.69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645,983,240.65 1,698,446,883.87 -3.09%

股本 684,563,880.00 684,563,88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40 2.48 -3.23%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97,602.4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7%，主要是久爱业绩增长。

2、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46.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6.47%，主要源于:

1）上年同期有转让长沙中泛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收益；

2）报告期闭店损失及主力店停业装修使经营受到影响；

3） 子公司江西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与林政乡租赁纠纷案及江西华鼎置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诉

讼损失；

4）杭州新华都和上海新华都闭店清算递延所得税转回影响本期净利润。

3、2017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64,598.32万元， 比2016年期末的169,844.69万元下降

3.09%，主要是报告期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业

绩相符。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61� � �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18-009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18,116,594.25 1,028,491,254.43 8.71%

营业利润 68,159,047.76 196,597,312.19 -65.33%

利润总额 69,558,808.94 227,438,223.29 -6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6,167,598.16 211,528,644.25 -68.72%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19 -6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 5.78% -4.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407,524,572.37 4,243,215,401.74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3,858,882,394.65 3,780,874,397.81 2.06%

股本 1,110,641,516.00 1,111,483,036.00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3.47 3.40 2.0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1,811.66万元，同比增长8.71%；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依次为6,815.90万元、6,955.88万元、6,616.76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65.33%、

69.42%、68.72%，主要系公司2015年收购的子公司火溶信息和山东长征本年度业绩未达预期，并相应计提商

誉减值的影响所致。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与上年相比较稳定。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40,752.46万元，较期初增长3.8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85,888.24万元，较期初增长2.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47

元，较期初增长2.0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02�月 28�日

股票代码：002359� � � �股票简称：北讯集团 公告编号：2018-022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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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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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02月27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02月26日—2018年0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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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27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02月26日15：00至2018年02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郝晓晖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482,074,064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1,087,191,760股的44.3412％。其中：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 代表股份数量482,072,87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1,

087,191,760股的44.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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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人，代表股份数量1,19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1,087,191,760股的0.0001％。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660,6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

087,191,760股的0.0608％。

3、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4、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482,074,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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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0,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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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周若婷律师、史佳佳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359� � � �股票简称：北讯集团 公告编号：2018-023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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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8年02月27日15:00-16:

00以现场及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现场参加会议4人，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5人；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02

月24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郝晓

晖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共6名：郝晓晖、陈岩、段会章、王瑾、李维华、

周倩。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1《选举郝晓晖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2《选举陈岩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3《选举段会章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4《选举王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5《选举李维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6《选举周倩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共3名：王凤岐、杨涛、符启林。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1《选举王凤岐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2《选举杨涛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3《选举符启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在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359� � � �股票简称：北讯集团 公告编号：2018-02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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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02月27日13：00—14：

00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02月24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

体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顾明明女士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新一届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共2名：顾明明、袁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务。

1.1《选举顾明明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2《选举袁健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告》（公告编号：2018-027）。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359� � � �股票简称：北讯集团 公告编号：2018-025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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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公司定于2018年3月15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相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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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定于2018年3月15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3月14日—2018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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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5日上午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3月14日15：00至2018年3月15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三种投票

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股权登记日：2018年3月9日

6、出席对象：

（1） 截至2018年3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源街22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后提交，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提交程序合法合规，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 1.00：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郝晓晖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2：选举陈岩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3：选举段会章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4：选举王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5：选举李维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6：选举周倩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本提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应选非独立董事6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提案 2.00：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王凤岐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杨涛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符启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提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应选独立董事3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

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

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提案 3.00：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顾明明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3.02：选举袁健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本提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应选监事2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

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

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特别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的要求，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

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采用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选举郝晓晖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2 选举陈岩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3 选举段会章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4 选举王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5 选举李维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6 选举周倩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2.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王凤岐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杨涛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符启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顾明明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袁健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股东委托授权的代理

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

位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法人证券帐户卡，以及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

参会登记手续。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地点：2018年3月13日、3月14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6：00，到公司证券法务部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并请进行电话确认。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邮政编码：100176

联系人：周倩女士

联系电话：010-67872489-3780传真：010-67872489-3578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3、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为期半天，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2359。

投票简称：北讯投票。

2．填写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

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

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2.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

（3）选举非职工监事（如表一提案3.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3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

为2018年3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 持股数量：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2018年3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授权对以下议题进行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票数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采用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选举郝晓晖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2 选举陈岩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3 选举段会章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4 选举王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5 选举李维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1.06 选举周倩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2.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王凤岐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杨涛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符启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顾明明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袁健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月日

股票代码：002359� � � �股票简称：北讯集团 公告编号：2018-026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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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于2018年1月14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本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六人，独立董事三人。公司董事会提名郝晓晖先

生、陈岩先生、段会章先生、王瑾先生、李维华先生、周倩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王凤

岐先生、杨涛女士、符启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按照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需采取累积投票制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

进行表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若上述换届选举方案通过，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的要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详细信息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zse.cn）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

议的，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热线电话及邮箱就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

情况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反馈意见。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郝晓晖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山西大学经济系本科，曾任职于山西证券长治

营业部、广发证券太原营业部、华泰证券太原营业部，曾任山西晋商飞行俱乐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龙跃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长。

郝晓晖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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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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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陈岩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江商学院金融MBA。曾任天宇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天津中融合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99,298,3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3%,为陈岩先生独资公司，因此陈

岩先生间接持有公司9.13%的股份。陈岩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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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段会章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资源规划及利用专业本科，香

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金融市场及投资组合管理硕士。 曾任中水北方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处工程师、

汉能控股集团历任开发管理部高级项目经理、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天合光能（NYEC：TSL）项目开发部

高级经理、联合能源集团（00467）资产运营部副总监、汉能发电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总监，现任公司董

事、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段会章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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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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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王瑾先生：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曾任石家庄地区副食品公司会计、河北省审计

厅财政金融审计处主任科员、河北省审计师事务所副所长、河北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副主任会

计师，现任公司董事、河北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主任会计师。

王瑾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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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

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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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李维华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兰州商学院会计专业，中级会计师职

称。1989年至今一直从事财务工作，对财务管理、资本运营、投融资管理等经验丰富。曾任天津世纪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北京天宇通信有限公司和天宇集团江苏分公司财务经理、河北天宇通信有限公司财务

部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李维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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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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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周倩女士： 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经济法学硕士。曾任北

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有丰富的金融证券法律事务从业经验。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北讯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人事行政部总经理。

周倩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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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

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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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王凤岐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现任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管理合伙人、河北光大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总经理。

王凤岐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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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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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杨涛女士：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硕士。曾任中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合伙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部

董事。

杨涛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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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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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

符启林先生：195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中国政法大学经

济法系系副主任、教授、博导，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及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

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符启林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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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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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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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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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于2018年1月14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 ），本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二人，职工代表监事一人。公司监事会提名顾

明明女士、袁健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经审查，以上方案不存在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况；不存在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况，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关于监事的任职资格和要求。上述非职工监事候选人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需

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为确保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对第四届监事会各位监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顾明明女士：：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曾任河北省旅游

局主任科员、河北旅游集团副总裁、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北讯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华南区总监。

顾明明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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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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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袁健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同济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本科。袁健先生具有计算

机软件工程、系统集成、无线通信等专业背景，从事多年无线宽带网建设和运营工作，具有丰富的运营管理

经验。曾任上海全通诺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讯电信（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监事、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华东区总监。

袁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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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

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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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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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五届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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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于2018年1月14日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任期三年。

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通过不

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庞晓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职工代表监事将与

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该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等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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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庞晓宇，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心理学硕士，现任公司综合部副

总经理、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副总经理。

庞晓宇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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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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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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