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8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扣除届时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最新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启明星辰 股票代码 0024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朋 钟丹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21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一层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21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一层

电话 010-82779006 010-82779006

电子信箱 ir_contacts@venustech.com.cn ir_contacts@venustech.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一直在为政企用户提供网络安全软 /硬件产品、安全管理平台、安全服务与解决方案。 公司用户

覆盖政府、军队、电信、金融、制造业、能源、交通、传媒、教育等各个行业，主要产品大类为安全网关、安全检

测、数据安全与平台、安全服务与工具、硬件及其他。 公司有员工 3,863人，总部位于北京，拥有覆盖全国的

渠道和服务体系，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南京拥有研发机构。 公司通过直销与分销相结合的方

式为用户提供产品，目前直销业务占多半。

公司近年来积极战略布局网络安全新技术，带动和提升了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云计算 /

大数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物联网等业务的安全发展，并创新性提出“第三方独立安全运营”新模式。

第三方独立安全运营立足于以上新技术的发展，拥有过硬技术实力的安全分析队伍，可提供覆盖全行业全

技术的安全能力，解决新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实现网络安全的可观、可管、可控。

报告期内，公司三大战略新业务（智慧城市安全运营、工业互联网安全、云安全）的业绩初现规模，实现

销售约 4亿元，确认收入超过 2亿元。 各项业务进展情况如下：

· 智慧城市安全运营

· 与天津市合作，建设覆盖京津冀的区域性总部，成立辐射京津冀的启明星辰安全监控预警中心与安

全服务应急响应中心。

· 与青岛市合作，建设环黄海区域网络安全运营中心。

· 与青海省合作，建设全国首个省级安全运营中心一青海省网络安全监测管理中心。

· 目前，公司已在成都、济南、青岛、天津、广州、南昌、三门峡、攀枝花等 20 个城市建成 / 在建安全运

营中心开展业务，帮助城市全面提升安全能力。

· 工业互联网安全

· 获得“2017年度中国自动化领域优质工业安全服务商” 、“2018年度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联盟优

秀成员单位” 、“第一届工业信息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 证书，与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达成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 发布工业物联网安全解决方案一一《启明星辰集团工业物联网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白皮书》。

· 推出物联网安全接入防护系统 IoT-VBox，以基于深度行为学习的防护方法破解物联网碎片化的安

全难题。 产品已在电力、公安、交通等行业取得成功案例，开始大规模部署。

· 基于工控终端安全、边界防护（工控防火墙和工控网闸）、工控异常检测、工控漏扫和工控 SOC 等

产品建立面向工业互联网的安全管控平台，在先进制造、石油石化、电力、军工、轨道交通和烟草等行业取得

突破。

· 私有云 /专有云 /行业云 /城市云安全

· 云子可信是公司自主研发的面向中小微企业的企业终端安全云平台 （www.cloudtrust.com.cn），目

前已有全国各地的 10000+企业正在使用；

· 推出新一代云安全资源池，加强对云管端纵深防御体系的建设，防护云环境及虚拟化资源安全，实

现对各种云平台包括华为云、腾讯云、浪潮云、天翼云、联通沃云等及其云租户业务的安全监测、防护、响应

及预警能力。

· 推出云端威胁情报平台，综合运用静态 /动态分析、大数据关联分析、深度学习、多源情报聚合等技

术，以支持态势感知和安全运营，全面提升公司现有产品的安全能力。

· 推出网站抗 D云，为十九大及两会提供了有力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目前云上客户覆盖政府、新闻

媒体、医疗机构、金融行业、航空等领域，在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保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外，公司积极推进 /参与产业生态合作，报告期内：

· 与浪潮达成战略合作，开展多领域深度合作。

· 携手天津飞腾，打造高性能自主可控网关型产品。

· 加入华为安全商业联盟，成为华为首批终端安全奖励计划合作伙伴。

· 与中国电信天翼云携手，共同发起成立“天翼云安全生态联盟” ，为天翼云打造符合业务需求的云

安全运营体系，为中国电信从 IT及 ICT向 DICT转型提供助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2,521,805,798.54 2,278,525,313.97 10.68% 1,927,370,35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8,954,318.90 451,891,976.71 25.90% 265,171,90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750,350.85 320,873,775.08 35.80% 247,740,03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177,196.24 444,247,899.27 -30.18% 94,743,048.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30 0.510 23.53%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30 0.510 23.53%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9% 15.58% 1.31% 12.69%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4,900,222,259.81 4,275,011,676.89 14.62% 3,254,952,45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90,609,170.31 3,135,128,607.24 14.53% 2,225,534,912.8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92,560,139.70 447,856,268.81 561,706,436.54 1,219,682,95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25,352.34 6,973,332.99 95,007,364.53 450,648,26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576,599.15 -9,663,828.52 91,134,941.06 412,855,83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590,081.59 -154,478,977.73 56,613,768.23 540,632,487.3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5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2,79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佳 境内自然人 27.78% 249,138,522 199,088,416 质押 64,600,000

严立 境内自然人 5.29% 47,407,452 36,771,4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2% 22,568,075

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

TRUST

境外法人 1.48% 13,314,025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8% 13,304,412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44% 12,879,150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40% 12,523,962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30% 11,637,527

UBS���AG 境外法人 1.27% 11,390,520

安本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本环球－中

国 A股基金

境外法人 1.09% 9,733,2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佳女士和严立先生系夫妻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良好，业绩也实现了稳定增长，全年完成营业收入 25.2亿元，营业利润 5.5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69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10.68%、56.24%和 25.90%。 同时，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为 4.36亿元，同比增长 35.80%。 报告期内，公司在智慧城市安全运营、 工

业互联网安全、云安全等战略新业务方面发展成效显著，有力促进了数据安全与平台和安全服务的业绩较

快增长，公司整体业务持续增长、良性发展；公司有效加强经营管理，经营效益不断提升。 公司因参股公司

恒安嘉新会计核算方法变化而产生投资收益，同时对子公司安方高科剥离完成以及个别行业因素导致相关

收入增幅受到一定影响。 公司曾于三季报公开披露过对全年的业绩预测，最终实际经营业绩符合业绩预

测。

2018年是公司在新的“I3”发展阶段一一独立运营（Independence）、互联（Interconnect）、智能

（Intelligence），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拓独立安全运营业务的完整一年，继国内首个智慧城市安全运营中心

一成都安全运营中心启动运营之后，截至目前，建成、在建运营中心约 20个，包括：成都、济南、青岛、天津、

广州、南昌、西宁、三门峡、攀枝花等城市，安全运营效果赢得用户的认可和市场的检验。 未来 2-3年，此项

业务有望取得高速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三大战略新业务（智慧城市安全运营、工业互联网安全、云安全）的业绩初现规模，实现

销售约 4亿元，确认收入超过 2亿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安全网关 602,114,488.75 146,894,247.01 75.60% -12.37% -15.10% 0.78%

安全检测 552,580,384.35 134,566,817.58 75.65% 12.10% 21.53% -1.89%

数据安全与平

台

610,115,346.28 130,905,978.97 78.54% 26.88% 30.74% -0.63%

安全服务与工

具

427,467,720.24 192,639,864.65 54.93% 11.28% -8.43% 9.70%

硬件及其他 305,816,925.00 260,224,261.38 14.91% 43.97% 34.59% 5.9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

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

产份额的差额

安方高科电磁安全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

110,000,000.00 100.00 股权转让 2018-10-31 协议约定日 -518,965.31

注：公司 2018 年 6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2018 年 7 月 2 日公司召开的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售资产

及签署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网御星云将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安方高科 100%

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于天荣、自然人郭林，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1,00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

再持有安方高科的股权。 安方高科及其全资子公司赫安辐源自 2018年 10月 31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名 称

合并范围变动原

因

新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期末净资产 合并日至期末净利润

Venustech(s)PTE.LTD 新设成立 2018-1-1 3,696,267.70 3,784,182.87

广州启明星辰湾区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新设成立 2018-1-19 479,851.45 -2,020,148.55

启明星辰（武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4-23 -386.31 -386.31

天津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7-27 7,498,250.28 -1,749.72

北京天镜星河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8-22 18,798.19 -491,201.81

启明星辰企业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8-31 7,498,342.62 -1,657.38

无锡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10-26 -- --

青岛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11-1 -- --

江西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2018-12-30 -- --

（4）对 2019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佳

2019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439�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9-026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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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8〕15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

2019年 4月 22日，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涉及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重新调整，公司按照相关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

息质量，2018年 6月 15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公司应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对相关财务报表列报格式

进行相应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①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

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归

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 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

款” 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 及“其他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其

他应付款” ；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

②利润表：将“管理费用” 项目分拆“管理费用” 和“研发费用” 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

③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

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财务报表相关

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期初及上年（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23,042,465.3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43,543,941.81

应收账款 1,220,501,476.49

应收利息 1,571,575.34

其他应收款 63,184,830.24应收股利 113,450.68

其他应收款 61,499,804.22

固定资产 252,067,368.95

固定资产 252,067,368.95

固定资产清理 --

应付票据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25,613,001.30

应付账款 425,613,001.30

应付利息 --

其他应付款 70,353,228.07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70,353,228.07

管理费用 616,264,308.17

管理费用 147,659,061.54

研发费用 468,605,246.63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8〕15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的相关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为此，同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439�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9-028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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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以电子

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各董事均亲自出

席，无委托出席和缺席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佳女士主持。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核并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曾军先生、郑洪涛先生、王峰娟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并

将在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独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与会董事审议，公司同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

的原则，对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且追收无果的应收账款 60 笔，金额共计人民币 10,

183,318.04元予以核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关于核销坏账的公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

五、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8〕15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为

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

六、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对《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发表了审核意见。

公司《201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利润分配应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税后利润为人民币 102,594,210.46 元，按母公司净利润

10%提取法定公积金人民币 10,259,421.05元，加上前期滚存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02,349,179.15 元，减去本年

已派发红利人民币 44,834,629.35 元，2018 年度母公司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49,849,339.21 元，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人民币 1,070,736,642.10元。

综合考虑公司 2018年度的盈利水平和整体财务状况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为回报股东，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 2018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届时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后的最新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元（含税），不转增不送股。 本

次股利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与业绩成长性相互匹配，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一一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慎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

风，同意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 2019年度的审计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含《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认为公司内部控

制在内部环境、风险识别与防范、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检查与评价等方面建立了控制体系，符合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内部控制的要求，公司建立的相关内控制度能有效的执行，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经

营管理，对经营风险可以起到有效的防范与控制作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 董事会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对公司董事的履职情况评价所制定的董事 2018

年度实际领取薪酬方案，方案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从公司领取收入（万元）

王佳 董事长、总经理 73.78

齐舰 副董事长 68.69

严立 董事、副总经理 59.61

张媛 董事、副总经理 63.83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董事会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评价所制定的高

管人员 2018年度实际领取薪酬方案，方案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从公司领取收入（万元）

姜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7.92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十二、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关于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关于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三、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北京赛博兴安科技有限公司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关于北京赛博兴安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北京赛博兴安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四、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

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理财， 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

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本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交的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为：王佳、齐舰、严立、张媛，独立董事候选人为曾军、郑洪涛、王峰娟。 （上述董事候选人的

简历见附件一。 ）

公司承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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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部门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

选人将分别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十六、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由董事会召集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3日

附件一：第四届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佳（又名严望佳）女士，1969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北京启明星辰科技贸易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目前为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佳女士目前持有公司 249,138,522 股股份，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王佳女士和严立先生为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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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齐舰先生，1960年 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联想网御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2011年 1月已更名为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目前为本公司副

董事长。 齐舰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8,844,605股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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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严立先生，1968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美国 Infonautics 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

美国 System� Computer� Technology 公司 System� Architect，美国 Vanguard 集团高级 IT 金融系统专家，美国

OSI公司副总裁兼 CTO，美国 GlaxoSmithKline 公司信息安全顾问，目前为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严立先生

目前持有公司 47,407,452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佳女士和严立先生为夫妻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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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媛女士，1973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9年 -2005年在亚信集团任职，2006 年

加入联想网御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历任总监、 副总经理，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CFO等职务，目前为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张媛女士目前持有公司 116,387股股份，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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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曾军先生，1968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 年在国有湖南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处工

作，历任海湾控股副董事长和常务副总经理、海湾地产公司总经理、新中关摩尔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富汇

创业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现任中科院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总经理，目前为本公司独立董

事。 曾军先生已于 2014年 10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结业证 - 深交所

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1405812964）号》，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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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郑洪涛先生，1966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广东仲恺技术经济学院教师，中国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光大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现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目前为本公

司独立董事。 郑洪涛先生已于 2002年 5月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共同颁

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结业证》京（02568），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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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峰娟女士，1969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北京轻工业学院讲师，北京工商大学

讲师、副教授，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目前为本公司独立董事。王峰娟女士已于 2008年 9

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培训合格证书（编号 02010）》，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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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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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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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监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董事会和监事

会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启明

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议” ），现就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5月 16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 5月 15日一 2019年 5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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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30 一 11：

30，下午 13：00一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5 月

16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 5月 13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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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中关村软件园 21号楼启明星辰大厦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的议案

1、《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8、《关于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9、《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1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2、《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中，第 10、11、12项审议事项，需要逐项表决，实行累计投票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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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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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的要求，上述议案中，第 5、6、7、8、9、10、11、12 项审议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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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指定网站为： 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上述议案内容请详见 2019年 4月 23日刊登在上述信息披露媒体的《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

7.00 《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8.00 《关于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10、11、12 为等额选举

10.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4 人

10.01 《关于选举王佳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02 《关于选举齐舰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03 《关于选举严立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04 《关于选举张媛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1.01 《关于选举曾军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郑洪涛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3 《关于选举王峰娟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 2 人

12.01 《关于选举张淼女士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2.02 《关于选举田占学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证券机构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证

券机构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

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

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3、路远或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上须写明联系方式，须在登记时间 5 月 14 日

下午 17：00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二）登记时间：2019年 5月 14日，上午 9：30一 11：30，下午 13：30一 17：00。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详见会议联系方式。

（四）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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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82779006

联系传真：010-82779010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中关村软件园 21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邮政编码：100193

联系人：钟丹、刘婧

（二）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所有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3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为“362439” ，投票简称为“启明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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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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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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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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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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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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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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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 5月 16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一 11：30和 13：0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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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6 日下

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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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先生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

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

7.00 《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8.00 《关于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

数

10.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4 人

10.01 《关于选举王佳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02 《关于选举齐舰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03 《关于选举严立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04 《关于选举张媛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1.01 《关于选举曾军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2 《关于选举郑洪涛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3 《关于选举王峰娟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2.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 2 人

12.01 《关于选举张淼女士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2.02 《关于选举田占学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

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

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证件名称（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证件名称：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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