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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出现被否决的议案为《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朱军先生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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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581号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 代表股份331,867,73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44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26,347,9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12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5,519,7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23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147,092,2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62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41,572,4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9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5,519,7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235％。 （2）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审议通过了《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64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22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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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70,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89％；反对222,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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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了《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64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22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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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70,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89％；反对222,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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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64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22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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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70,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89％；反对222,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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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645,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22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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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70,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89％；反对222,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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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647,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6％；反对22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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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72,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3％；反对220,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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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437,2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2312％；反对105,430,46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7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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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61,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3236％；反对105,430,46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7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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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600,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82％；反对1,220,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7％；弃权4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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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25,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86％；反对1,220,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297％；弃权4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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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7％。

8、否决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代表股份184,775,533股，占总股本

的10.83%，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803,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4197％；反对105,289,0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5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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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803,1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4197％；反对105,289,06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5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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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647,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6％；反对220,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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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72,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3％；反对220,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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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2020年6月修订）》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603,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5％；反对21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4％；弃权4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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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28,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7％；反对217,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7％；弃权4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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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及子公司与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598,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90％；反对2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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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23,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73％；反对2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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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金惟伟先生、周福山先生、刘萍女士、陈伟华先生及严刚先生

进行了年度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李童、徐跃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二0年六月二十九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0】第0388号

致：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江西特

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签订

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律师受聘出席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因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本所律师通过通讯方式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

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及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

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

行核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意见， 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

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公司法》、《规则》、《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本次会议相关事

宜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公告， 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 见证了本

次会议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江西特种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6月9日发布了本次会

议的通知公告。

经验证，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20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经核查，本所律师确认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会议，并已对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等内

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在江西省宜

春市环城南路581号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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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 出席公司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6名。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均为截止2020年6月18日下午交易结束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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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326,347,9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258%。

汇总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23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1,867,7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93%。

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为现任部分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聘任的本所律师。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发布的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1．审议《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0年财务预算方案》；

4．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2019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分配预案》；

7．审议《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8．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事项的议案》；

10．审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2020年6月修订）》；

11．审议《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及子公司与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前述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第十三次及相关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经本所律

师审查，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决议及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内容相符。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议案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会议依据《公司法》、《规则》、《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现场表决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所有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表决结束后，公司按《公

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表决结果统计数。

本次会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予以了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按《规则》、《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投票和监票，并将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经表决，除上述第8项《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未获有效通过外，本次会议审议的其他各项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本次会议的会议记录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会议主持人签名，

会议决议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乔佳平 律师： 李 童

_____� � � � � � � � � � _____

徐 跃

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640� � � �证券简称：号百控股 公告编号：2020-021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27号5号楼(天翼视讯传媒有限公司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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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6,173,24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1.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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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

李安民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的召开及议案的表决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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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其中陈文俊、黄智勇、闫栋因疫情防控原因请假，独立董

事蔡敏勇、李川因公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中王瑜因疫情防控原因请假；

3、 公司副总经理张明杰，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培忠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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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股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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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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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及资本性投资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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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354,541 99.8554 818,700 0.144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利用短时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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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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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9,796 99.7172 39,900 0.282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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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9,796 99.7172 39,900 0.282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长薪酬和绩效考核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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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津贴调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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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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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股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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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股

566,133,341 99.9930 39,900 0.007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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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01

选举李安民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566,113,342 99.9894

是

11.02

选举陈文俊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566,113,342 99.9894

是

11.03

选举黄智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566,113,342 99.9894

是

11.04

选举闫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566,113,342 99.9894

是

11.05

选举陈之超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566,113,342 99.9894

是

11.06

选举芮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566,113,343 99.9894

是

12、 关于董事会换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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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选举蔡敏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66,113,342 99.9894

是

12.02

选举李川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66,113,342 99.9894

是

12.03

选举徐志翰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66,113,343 99.9894

是

16、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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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选举王瑜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566,113,342 99.9894

是

16.02

选举窦莉萍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566,113,343 99.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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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4,069,796 99.7172 39,900 0.2828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4,069,796 99.7172 39,900 0.2828 0 0.0000

7

关于与中国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4,069,796 99.7172 39,900 0.2828 0 0.0000

8

关于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4,069,796 99.7172 39,900 0.282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根据现场与网络投票的结果，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获得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建、孙晨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及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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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40� � � �股票简称:号百控股 编号：临2020-022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十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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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下午在天翼视讯传媒有限公

司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十届一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

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其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安民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决定聘任董事陈之超兼任公司总经理，聘任李培忠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张明杰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了2020年度第二次会议, 在对拟聘任公司

总经理、 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后同意上述两项议案提请本次董

事会审议聘任。

公司独立董事蔡敏勇、李川和徐志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其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就

聘任董事陈之超兼任公司总经理，聘任张明杰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培忠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

五名董事组成，李安民为主任委员，陈之超、芮斌、蔡敏勇、李川为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徐志翰为主任委员，蔡敏勇、李川为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李川为主任委员，蔡敏勇、徐志翰为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蔡敏勇为主任委员，芮斌、徐志翰为委员。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周新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附：选举聘任人员简历：

李安民，男，1969.12出生，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复旦大学

企业管理专业博士。曾任上海市电话局总师室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上海市电信公司总

师室总工助理、新业务开发处处长，东区电信局局长、党总支副书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无线

产品部副经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天翼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创新业务事业部（信息安全部）总经理，中国

电信集团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陈之超，男，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浙江大学硕士毕业。曾任温州市电信

局通信建设部副主任、主任，温州市电信局局长助理,浙江省电信公司温州市电信分公司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号百商旅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张明杰，男，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通信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监，上海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部门经

理、子公司总经理、挂职副总经理，中国电信无线产品部合作推广处负责人，中国电信上海研

究院总工助理、部门主任，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副院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纪

委书记。

李培忠,�男，1962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曾任联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实

业发展部副经理、综合电信事业部副经理、投资业务部副经理，中卫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公司经理、综合部/党群工作部经理,公司董事会秘书兼综合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

秘书。

周新明，男，1984年3月出生，浙江大学金融学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已获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职于号百商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部、结算部。现任本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640� � � �股票简称：号百控股 编号：临2020-023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十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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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20年6月29日在天翼视讯传媒有限公司以现场加通讯

方式召开了监事会第十届一次会议。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监

事会会议的召开及其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选举王瑜同志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监事会议事规则》之相关规定，监事会列席了公司

十届一次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董事会会议资料，对公司董事会

审议并通过的各项议案，对该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各项议案内容的审议进行了监督。监事

会认为：该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6月30日

附：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简历

王瑜，男，1976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专业大学本科

毕业，获学士学位。曾任中国联通总部财务部账务结算中心副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财务

部集团会计处副处长、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财务部税务处副处长、处长。现任中国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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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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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仁智股份” ）因与上海掌福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掌福资产” ）合同纠纷一案，收到的相关法律文书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

1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9）。

二、本次案件的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本案律师转达的《民事判决书》【(2019)沪0104民初19140】，上海市徐汇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法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1、仁智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掌福资产借款31,200,000元，利息382,942.46

元；

2、仁智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掌福资产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其中，

以6,100,000元为基数、 自2019年1月24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

2019年1月31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8,8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3日起计付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以7,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5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00,000

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0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6,1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8日

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3、仁智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掌福资产律师费200,000元；

4、仁智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掌福资产保全保险费27,200元；

5、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判决第一至四项确定的仁智股份的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本判决第五项确定的全部义务后，有权向

仁智股份追偿；

7、陈昊旻对本判决第一至四项确定的仁智股份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8、陈昊旻履行本判决第七项确定的全部义务后，有权向仁智股份追偿；

9、金环对本判决第一至四项确定的仁智股份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0、金环履行本判决第九项确定的全部义务后，有权向仁智股份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律师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5,90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221,202元，由掌福资产负担

394元，由仁智股份、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昊旻、金环共同负担220,808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徐汇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诉讼结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日尚处于上诉期内，公司准备提交诉状，向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产生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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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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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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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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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1.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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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总裁范力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现场会议， 根据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常务副总裁孙中心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董事长范力，董事刘凡、黄艳、朱建根、郑刚、尹晨因公务

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王晋康，监事沈光俊、唐烨、郦美英、马晓因公

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代行）冯恂女士,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袁维静女士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96,921,896 99.9856 150,990 0.0094 78,850 0.005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规模和期限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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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083,036 99.9956 68,700 0.0044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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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083,036 99.9956 68,700 0.004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次级债券发行方式及对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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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083,036 99.9956 68,700 0.004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非职工代表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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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950,193 99.9873 201,543 0.012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595,748,957 99.9614 150,990 0.0253 78,850 0.0132

4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非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595,777,254 99.9662 201,543 0.033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惠、王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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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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