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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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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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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5日

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6月5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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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环城东路455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宏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代表股份数167,213,41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3.869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股份数162,494,9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63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名，代表股份数4,718,4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79％。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名，代表股份数4,718,47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237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名， 代表股份数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名，代表股份数4,718,4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7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

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比例

表决结

果

总得票数

其中：获得中

小股东票数

总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票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比例（%）

1

选举徐宏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2

选举宋卫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3

选举李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4

选举熊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5

选举陈宇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6

选举吴育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二）《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下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审议。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比例

表决结

果

总得票数

其中：获得中

小股东票数

总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1

选举周子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2

选举李小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3

选举刘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以上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为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比例

表决结

果

总得票数

其中：获得中

小股东票数

总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1

选举王伟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2

选举聂新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3

选举唐绯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67,207,905 4,712,965 99.9967% 99.8833% 当选

以上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陈烈先

生、刘伟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革、杨杰群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南天信息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南天信息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0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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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及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1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二）会议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会议于2020年6月5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

点为昆明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四）会议由徐宏灿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徐宏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宋卫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

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完善，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由七名董事组成， 其中至少包括一名独立董

事。

第三条 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其中至少包括一名独立董

事。

第十三条 战略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 并于会议召开前

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

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第十三条 战略委员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织召开会议，并于会议

召开前2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

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四）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

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完善，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条 风险管理委员会由七名董事组成， 委员中至少有一名会

计专业的独立董事和一名法律专业的独立董事。

第三条 风险管理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委员中至少有一名会计

专业的独立董事和一名法律专业的独立董事。

第十五条 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分为年度会议和临时会议。 年度

定期会议次数应按董事会的要求，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确定；经召

集人或半数以上（含半数）委员提议，必须召开临时会议。会议通

知于会议召开前10日（临时会议提前三个工作日）送达各参会委

员和应邀列席会议的人员。 会议通知的内容应包括会议时间、地

点、参会人员、会议召开的方式、会期、议程、议题、会议有关资料

及发出通知的时间等。

第十五条 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分为年度会议和临时会议。年度定

期会议次数应按董事会的要求，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确定；经召集人

或半数以上（含半数）委员提议，必须召开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

会议召开2日以前送达各参会委员和应邀列席会议的人员。会议通

知的内容应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参会人员、会议召开的方式、会

期、议程、议题、会议有关资料及发出通知的时间等。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所称董事是指公司董事会的全体成员， 高级

管理人员包括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董事长助理、总裁助理。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所称董事是指公司董事会的全体成员，高级管

理人员包括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

（五）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徐宏灿先生、宋卫权先生、熊辉先生、陈宇峰先生、周子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徐宏灿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六）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徐宏灿先生、李云先生、吴育女士、李小军先生、刘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风险

管理委员会委员，徐宏灿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七）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周子学先生、李小军先生、刘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

立董事周子学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八）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李小军先生、李云先生、刘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李

小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九）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刘洋女士、徐宏灿先生、李小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

刘洋女士担任主任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十）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宋卫权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宋卫权先生个人简历及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一）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聘任倪佳女士、周建华先生、熊辉先生、何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个人简历及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二）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赵起高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赵起高先生个人简历及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闫春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闫春光先生个人简历及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沈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发表了独立意见。

沈硕女士个人简历及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五）审议《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南天信息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南天信息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0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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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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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通知时间及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月1日以邮件、电话方式送达。

（二）会议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会议于2020年6月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地点为昆

明本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

（四）会议由王伟锋先生主持。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伟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情况：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二）审议《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南天信息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0二0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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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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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5日召开了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出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并根据公司于2020年5月27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确认出任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员。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八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三年，自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徐宏灿（董事长）、宋卫权（副董事长）、李云、熊辉、陈宇峰、吴育

独立董事：周子学、李小军、刘洋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任期自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

案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也不存在任期超过6年的情

形。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海荣以及非独立董事丁加毅、段珺楠在本次董事会换届选

举完成之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也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海荣、丁加毅、

段珺楠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对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海荣、非独立董事丁加毅和段珺楠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王伟锋（监事会主席）、聂新来、唐绯

职工代表监事：陈烈、刘伟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3名，职工代表监事2名，任期自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要求。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李云和吴育在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后不再担

任公司监事，李云和吴育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云持有公司7,678股股

票，并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票的相关规定。吴育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对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李云和吴育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战略委员会：徐宏灿（主任委员）、宋卫权、熊辉、陈宇峰、周子学

风险管理委员会：徐宏灿（主任委员）、李云、吴育、李小军、刘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周子学（主任委员）、李小军、刘洋

审计委员会：李小军（主任委员）、李云、刘洋

提名委员会：刘洋（主任委员）、徐宏灿、李小军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四、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一）高级管理人员

总裁：宋卫权

副总裁：倪佳、周建华、熊辉、何立

董事会秘书：赵起高

财务总监：闫春光

（二）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沈硕

公司财务总监刘涓在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之后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

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涓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的股份锁定承

诺。公司对刘涓在任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五、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一）联系电话：（0871）63366327、68279182

（二）联系传真：（0871）63317397

（三）电子邮箱：000948@nantian.com.cn

（四）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环城东路455号

（五）邮编：650041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0年六月五日

附件：

1、董事个人简历

徐宏灿：男，1972年4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EMBA，高级

工程师。现任云南南天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在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软件事业部任总经理；

2011年5月至2014年1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2013年1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2014年1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

2016年3月至2017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

2017年1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截至目前，徐宏灿先生持有公司34,003股股份，在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南天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公司担任董事，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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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

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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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宋卫权：男，1971年10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EMBA，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南天电子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1年1月至2004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产品研发二部总经

理；

2004年12月至2011年3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自助产品中心总经

理；

2007年9月至2010年3月在北京南天富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助产品中心任总经理；

2006年9月至2016年2月在云南南天信息设备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11年5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截至目前，宋卫权先生持有公司8,775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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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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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云：男，1968年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质量工程师。现任云南南天电子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

1998年8月至2010年8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任质量部经理、注

册质量工程师；

2009年7月至2020年5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纪委书记；

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在深圳南天东华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10年1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2011年7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工会主席；

2015年2月至2019年1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任部长；

2017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会主席；

2020年5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党委副书记。

截至目前，李云先生持有公司7,678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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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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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熊辉：男，1972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南天

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2005年3月至 2009年6月在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任内容管理软件部部门经理；

2009年7月至 2013年1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软件事业部副总经

理；

2013年2月至2013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软件业务集团副总

裁；

2014年1月至2016年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助理；

2014年1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软件业务集团执行总裁；

2016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2016年2月至今在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任执行总经理；

2017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截至目前，熊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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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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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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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宇峰：男，1971年3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南天电子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2000年12月至2004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产品研发一部总经

理；

2001年12月至2004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2004年12月至2007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2004年12月至2013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2007年12月至2019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级副总裁；

2017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2019年12月至今在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部任总经理。

截至目前，陈宇峰先生持有公司32,906股股份，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南天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董事，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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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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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育：女，1984年3月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现任云南南天

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

理。

2002年9月至2006年7月在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会计专业学习；

2006年7月至2007年6月待业(2006年12月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2007年6月至2011年11月在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云南分所）任项目经理；

2011年11月至2014年8月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内控岗

（期间：2012年9月至2014年12月在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2014年8月至2014年11月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主管会计

岗；

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在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任副总经

理；

2017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2017年3月至今在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任总经理。

截至目前，吴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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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

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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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子学：男，汉族，195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工程专业硕

士和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史博士。 现任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执行董事、江

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

1984年至1998年6月在电子工业部经调司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98年7月至2002年5月在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任副司长；

2002年5月至2008年7月在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任司长；

2008年7月至2009年4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司任司长；

2009年4月至2015年3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任总经济师；

2015年3月至今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和执行董事；

2015年6月至今在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

2017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

2019年5月至今在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务。

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周子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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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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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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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小军:男，汉族，1973年2月出生，管理学(会计)博士；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第八批)。

1997年6月至2001年8月在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任工程师；

2001年9月至2004年7月在上海大学理学院学习(硕士研究生)；

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学习(博士研究生)；

2008年11月至2009年12月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管理系副主任；

2010年1月至2017年2月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研究所所长；

2017年3月至今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2016年4月至今担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2月至今担任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4月至今担任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9月至今担任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李小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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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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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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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洋：女，汉族，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士、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执业律

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证券从业资格。

2002年7月至2005年2月在北京基层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

2005年3月至2014年3月在北京基层人民法院担任民事法官、审判长，从事民事审判的法

官工作，主审合同侵权等民商事案件；

2014年4月至2018年12月加入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并任党支部书记，主要业务领

域为公司、财税、合同、侵权等民商事案件；

2019年1月至今担任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东卫律所党总支第二支部党支部书

记，北京市东城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律师行业协会青工委副秘书长，北京

市律师行业协会审计和评估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刘洋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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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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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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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监事个人简历

王伟锋：男，1967年6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现任云南省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委员，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

1989年7月至1994年3月在昆明制药厂任业务员；

1994年3月至2000年1月在云南省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公司药品采供站任业务员；

2000年1月至2019年8月在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药品采供站商业一部任副经

理、药品采供站任销售经理、公共事务部经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2016年1月至2017年11月在云南医药工业销售有限公司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董事；

2019年8月至2020年4月在云南工投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任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期间：2019

年9月至2019年11月兼任云南工投中药材中药饮片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6年12月至今在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纪委委员；

2020年4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截止目前，王伟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担任纪委委员；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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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

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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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聂新来：男，1976年8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在职），法律职业资格，基金从业资

格，注册税务师。现任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法务部副部长。

1995年4月至2002年9月在浮梁县地方税务局任科员 （其间：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在南

昌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大专学习）；

2002年10月至2004年8月在景德镇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任科员 （其间：1999年9月至2003

年7月在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进行本科学习）；

2004年8月至2005年10月在乐平市地方税务局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2005年10月至2011年11月在昌江区地方税务局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其间：2010年6月

至2010年12月在佛山市南海区地税局挂职锻炼；2006年4月至2009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习）；

2011年11月至2018年12月在景德镇市地方税务局信息中心任主任、风险监控科任科长；

2018年12月至今在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控制部、风险法务部任副

部长。

截止目前，聂新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风险法务部担任副部长；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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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唐绯：女，1973年4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现任云南

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审计部部长、行政管理部部长、公司办公室主任。

1999年1月至2010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历任会计、 主办

会计、财务经理、副总经理；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风险管理部、 资产管

理部部长；

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行政管理部、 资产管

理部部长；

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行政管理部部长；

2017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2017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2019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审计部部长、行政管理部部长。

截止目前，唐绯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而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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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烈：男，1967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南天电子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产品服务集团总裁助理、云南南天信息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在华中科技大学软件专业学习；

1989年9月至1992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物料部任工程师；

1993年1月至2002年8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技术支持部任工程师；

2002年9月至2008年5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所属技术支持部

任经理；

2008年6月至2010年1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任总经理；

2010年2月至2015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产品中心任副总经

理；

2016年1月至今在云南南天信息设备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17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2020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产品服务集团总裁助理。

截止目前，陈烈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而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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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伟：男，1984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统计师，现任云南南天电子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2004年9月至2008年7月在云南财经大学学习；

2008年8月至2015年3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任统计主管；

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任副部长；

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任副总经

理；

2017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监事；

2019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中心任总经理。

截止目前，刘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而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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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总裁宋卫权先生和副总裁熊辉先生个人简历详见董事个人简历相关内容。

倪佳：女，1971年8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992年7月至1999年6月在南天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任部门经理；

1999年6月至2002年4月在美国优利公司任方案市场服务经理；

2002年4月至2007年12月在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经营计划部总经理；

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任运营总经理，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运营管理部部长；

2014年1月至2016年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助理；

2014年1月至今在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16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截至目前，倪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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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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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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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建华：男，1969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EMBA，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4年1月至2008年1月在上海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08年2月至今在上海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15年2月至2016年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集成服务集团任执行副

总裁；

2015年2月至2016年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助理；

2016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2018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产品服务集团执行总裁。

截至目前，周建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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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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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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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何立：男，1974年4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工程师。现任云南南天

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4年1月至2006年12月在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集成事业部任行业总监；

2007年1月至2009年12月在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集成事业部任副总经理；

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集成服务事业部任总经

理；

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集成业务总经理；

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助理，在北京南天

软件有限公司任业务总经理、集成业务集团执行副总裁、集成业务本部总经理、云南南天电子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第一支部书记；

2016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集成服务集团执行总裁；

2016年2月至今在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任执行总经理；

2016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截至目前，何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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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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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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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起高：男，1968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审计

师、注册评估师，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现任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1988年8月至1995年4月在烟台奇山宾馆担任会计职务；

1995年4月至2001年2月在山东太平洋大酒店有限公司担任财务主管；

2001年2月至2005年8月在山东乾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审计部经理；

2005年8月至2009年12月在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副主任会

计师；

2009年12月至2011年8月在北京千舟清源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

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在北京海风联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

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在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担任高级副总裁；

2013年6月至2014年11月在北京海风联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担任执行总裁；

2014年5月至2020年5月在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

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

2015年6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会秘书；

2017年9月至2020年5月在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赵起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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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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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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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闫春光：男，1983年5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2001年9月至2005年7月在云南财贸学院统计学专业学习；

2006年9月至2009年1月在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学习；

2009年2月至2016年11月在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分析

岗工作；（其间：2010年2月至2011年2月 派往临沧市永德县德党镇明朗村任新农村建设指导

员；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 派至云南工投昭阳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协助财务管理工作；

2014年4月至2014年6月派至云南曲靖工投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协助财务管理工作；2016年4

月至2016年11月兼任中唐国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16年11月至2020年5月在中唐国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2017年12月至2020年4月在中唐国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党支部委员；

2018年5月至2020年4月在中唐国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工会主席；

2019年2月至2020年5月在玉溪中唐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截至目前，闫春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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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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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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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沈硕：女，1985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具有证券、期货、基金、会计从业资格。现

任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9年7月毕业于云南大学，获学士学位；

2009年8月至2012年6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任业务主

办；

2012年6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

2017年2月至2019年2月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2018年11月至今在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2019年2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20年4月至今在广州市海捷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沈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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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因涉嫌犯罪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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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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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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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

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减免租金的议案》，为全面落实

云南省委、省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运行的决策部署，切实缓解中小企业生

产经营困难，降低实体企业成本，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资委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关于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和省属国有企业减免中小企业房租的通知》（云财资 〔2020〕1号）要

求，为共同应对疫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快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综合考虑近期疫情

对物业租户带来的负面影响，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企业

自有经营性房产租金减免实施方案，与客户共渡难关，勇担国企社会责任，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一、本次减免租金安排

（一）减免范围：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企业自有经营性房产；

（二）减免期限：半个月至三个月；

（三）减免对象：已承租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企业自有经营性房产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范围参照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有关规定执行；

（四）减免金额：经初步测算，预计公司本次租金减免约为220.89万元，具体减免金额以实

际执行金额为准；

（五）为确保本方案能够有序、高效实施，董事会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范围内全权办理上述减免租金方案的相关事宜。

二、本次减免租金对公司的影响

（一）预计本次减免措施涉及的租金金额对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的影响约为220.89万元，

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0.07%；对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

约为150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2.53%。本次减免措施对

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的预估数据，仅为投

资者了解本次减免措施对公司的影响所用，最终以实际执行金额为准，公司提醒投资者审慎

使用该等数据。本次减免措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长期发展。

（二）本次减免措施是公司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体现，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

象及影响力。公司将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积极快速做好各项应对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减免租金方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

判断，同意该项议案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减免租金系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与客户携

手共渡难关，以降低疫情对公司及客户经营造成的冲击所做出的安排，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

司社会形象，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长期发展。本次减免租金安排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关于应对新冠疫情

实施减免租金的事项。

四、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0年六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2

2020年 6 月 6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