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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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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其他

3、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100,000

万元–

145,000

万元 亏损

:243093.34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0.35% - 58.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

:100,000

万元–

145,000

万元 亏损

:242231.4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0.14% - 58.72%

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

40,000

万元

28,679.77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

40,000

万元

28,679.7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92

元

/

股–

1.33

元

/

股 亏损

：2.24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已就本期业绩预告有关事项咨询相关会计师，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本

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情况说明

1、公司资金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网络运营未能按期恢复，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2、鉴于公司目前通信网络运营情况，公司判断因2017年5月收购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形成的商誉仍存在减值风险，计划年末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3亿元。

四、公司股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0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的要求，因公司股票已暂停上市，则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以下简称“原上市规则” ）的标准和程序及原配套业务规

则实施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及退市整理期安排。

根据原上市规则14.4.1条，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2020年度）出现的相关情形判断，可

能导致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风险因素有以下几点：

1、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原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

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

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2、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原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

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

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如出现上述情况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0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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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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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债券简

称为“上银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042”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7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

“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200亿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1月22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

售，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普通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

和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金额

不足200亿元的部分则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月25日（T日）结束，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数量

（

手

）

配售金额

（

元

）

原有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

6,425 6,425,000

原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

7,156,778 7,156,778,000

合计

7,163,203 7,163,203,0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普通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

作已于2021年1月27日（T+2日）结束。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

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认购数量

（

手

）

认购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数量

（

手

）

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6,939,576 6,939,576,000 575,827 575,827,000

三、本次可转债网下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普通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下认购缴款工

作已于2021年1月27日（T+2日）结束。主承销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对本次可转债网下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认购数量

（

手

）

认购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数量

（

手

）

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网下机构投资者

5,321,394 5,321,394,000 0 0

四、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数量为575,827手，包销金额为575,827,000元，包销

比例为2.88%。

2021年1月2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

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69号博华广场37层

电 话：021-38676888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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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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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3楼上海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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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341,58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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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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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金煜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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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出席8人，董事长金煜先生、副董事长朱健先生、董事叶峻先生、孙铮先生、施红

敏先生、应晓明先生、甘湘南女士、沈国权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贾锐军先生、监事袁志刚先生、张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

余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1.01议案名称：选举金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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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2,537,347 99.9032 8,683,450 0.0930 359,690 0.0038

1.02议案名称：选举朱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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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3,520,001 99.9137 7,989,986 0.0855 70,500 0.0008

1.03议案名称：选举施红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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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8,882,222 99.3288 62,627,765 0.6704 70,500 0.0008

1.04议案名称：选举叶峻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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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1,826,396 99.2533 69,683,591 0.7460 70,500 0.0007

1.05议案名称：选举应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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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0,749,047 99.2418 70,760,940 0.7575 70,500 0.0007

1.06议案名称：选举顾金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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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1,758,612 99.7878 19,751,375 0.2114 70,500 0.0008

1.07议案名称：选举孔旭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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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1,826,396 99.2533 69,683,591 0.7460 70,500 0.0007

1.08议案名称：选举杜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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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9,245,234 99.7609 21,975,563 0.2352 359,690 0.0039

1.09议案名称：选举陶宏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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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5,008,354 99.8226 16,501,633 0.1766 70,500 0.0008

1.10议案名称：选举庄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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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5,008,354 99.8226 16,501,633 0.1766 70,500 0.0008

1.11议案名称：选举郭锡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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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5,007,654 99.8226 16,502,333 0.1767 70,500 0.0007

1.12议案名称：选举甘湘南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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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5,008,354 99.8226 16,501,633 0.1766 70,500 0.0008

1.13议案名称：选举李正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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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1,386,448 99.9979 123,539 0.0013 70,500 0.0008

1.14议案名称：选举杨德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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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7,127,141 99.4171 54,382,846 0.5822 70,500 0.0007

1.15议案名称：选举孙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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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9,238,493 99.3326 62,271,494 0.6666 70,500 0.0008

1.16议案名称：选举薛云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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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1,386,448 99.9979 123,539 0.0013 70,500 0.0008

1.17议案名称：选举肖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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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1,386,448 99.9979 123,539 0.0013 70,500 0.0008

1.18议案名称：选举龚方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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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6,551,541 99.4109 54,958,446 0.5883 70,500 0.0008

2.00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2.01议案名称：选举贾锐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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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1,386,448 99.9979 123,539 0.0013 70,500 0.0008

2.02议案名称：选举葛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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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7,127,141 99.4171 54,382,846 0.5822 70,500 0.0007

2.03议案名称：选举袁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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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7,127,141 99.4171 54,382,846 0.5822 70,500 0.0007

2.04议案名称：选举汤伟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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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1,386,448 99.9979 123,539 0.0013 70,500 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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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

选举金煜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4,294,227,893 99.7899 8,683,450 0.2018 359,690 0.0083

1.02

选举朱健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4,295,210,547 99.8127 7,989,986 0.1857 70,500 0.0016

1.03

选举施红敏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4,240,572,768 98.5430 62,627,765 1.4554 70,500 0.0016

1.04

选举叶峻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4,233,516,942 98.3790 69,683,591 1.6193 70,500 0.0017

1.05

选举应晓明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4,232,439,593 98.3540 70,760,940 1.6444 70,500 0.0016

1.06

选举顾金山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4,283,449,158 99.5394 19,751,375 0.4590 70,500 0.0016

1.07

选举孔旭洪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4,233,516,942 98.3790 69,683,591 1.6193 70,500 0.0017

1.08

选举杜娟女士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4,280,935,780 99.4810 21,975,563 0.5107 359,690 0.0083

1.09

选举陶宏君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4,286,698,900 99.6149 16,501,633 0.3835 70,500 0.0016

1.10

选举庄喆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4,286,698,900 99.6149 16,501,633 0.3835 70,500 0.0016

1.11

选举郭锡志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4,286,698,200 99.6149 16,502,333 0.3835 70,500 0.0016

1.12

选举甘湘南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4,286,698,900 99.6149 16,501,633 0.3835 70,500 0.0016

1.13

选举李正强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4,303,076,994 99.9955 123,539 0.0029 70,500 0.0016

1.14

选举杨德红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4,248,817,687 98.7346 54,382,846 1.2638 70,500 0.0016

1.15

选举孙铮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

董事

4,240,929,039 98.5513 62,271,494 1.4471 70,500 0.0016

1.16

选举薛云奎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4,303,076,994 99.9955 123,539 0.0029 70,500 0.0016

1.17

选举肖微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

董事

4,303,076,994 99.9955 123,539 0.0029 70,500 0.0016

1.18

选举龚方雄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4,248,242,087 98.7212 54,958,446 1.2771 70,500 0.0017

2.01

选举贾锐军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4,303,076,994 99.9955 123,539 0.0029 70,500 0.0016

2.02

选举葛明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4,248,817,687 98.7346 54,382,846 1.2638 70,500 0.0016

2.03

选举袁志刚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4,248,817,687 98.7346 54,382,846 1.2638 70,500 0.0016

2.04

选举汤伟军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4,303,076,994 99.9955 123,539 0.0029 70,500 0.00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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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所涉事项属于股东大会

法定职权，股东大会决议经合法程序作出。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1229�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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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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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六届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以现场加视频接入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18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7人，实际出席董事16人，庄喆非执行董事委托叶峻非执行董事

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推举，会议由金煜董事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金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关于选举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朱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关于推选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12人）

金煜、朱健、叶峻、顾金山、李正强、杨德红、陶宏君、庄喆、郭锡志、

施红敏、甘湘南、龚方雄

（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5人）

肖微、孙铮、施红敏、应晓明、龚方雄

（三）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5人）

杨德红、朱健、叶峻、孔旭洪、杜娟

（四）审计委员会（5人）

薛云奎、孔旭洪、孙铮、肖微、应晓明

（五）提名与薪酬委员会（5人）

孙铮、叶峻、顾金山、李正强、薛云奎

李正强先生、杨德红先生、陶宏君先生、肖微先生、薛云奎先生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董事

任职资格后方可履职。在新任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前，万建华先生继续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风险

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管涛先生继续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职务，徐建新先生继续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沈国权先生继续担任董

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四、关于聘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定聘任朱健先生为公司行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关于确定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其中，确定肖微担任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确定杨

德红担任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确定薛云

奎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确定孙铮担任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

任委员，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董事长金煜先生担任。

会议决定，由肖微先生担任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杨德红先生担任董事会风险管理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薛云奎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孙铮先生担任董事

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德红先生、肖微先生、薛云奎先生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方可履职。杨

德红先生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前，万建华先生继续担任董事会风险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

务；肖微先生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前，沈国权先生继续担任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薛云奎

先生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前，徐建新先生继续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六、关于聘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其中，聘任施红敏为副行长，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黄涛为副行长，表决结果

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胡德斌为副行长，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汪明

为副行长，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崔庆军为副行长，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会议决定聘任施红敏先生、黄涛先生、胡德斌先生、汪明先生、崔庆军先生为公司副行长，任期与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七、关于聘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其中，聘任施红敏为首席财务官，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胡德斌为首席信息官，

表决结果为：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定聘任施红敏先生为公司首席财务官、胡德斌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八、关于聘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定聘任李晓红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九、关于委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委任杜进朝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十、关于制订《上海银行三年发展规划（2021-2023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关于上海银行2021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关于《上海银行“十四五”创新专题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关于上海银行2021年度分行发展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关于制订2021年度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关于与融信通达（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万建华、管涛、孙铮、徐建新、龚方雄、沈国权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并一致同意本议

案。

十六、关于与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银国际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与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与上银国际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万建华、管涛、孙铮、徐建新、龚方雄、沈国权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声明，并一致同意本议

案。

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金煜、朱健、施红敏。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上海银行2020年度工作回顾暨2021年度工作要点的报告》《上海银行2020年度内

部审计工作总结和2021年度审计计划》《关于上海银行2020年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专项审计的报告》《关

于上海银行2020年关联交易管理专项审计的报告》。

上述第十五、十六项议案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详见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附件：

上海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健：男，1971年6月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硕士，上海交通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

管理硕士。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曾任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管办信息调研处副处长，中国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信息调研处副处长、处长，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办公室主任、机构二处处长，中国证监

会上海监管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副局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施红敏：男，1968年10月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技术经济专业，工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银行党

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尚诚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计划财务部财务处副处长、综合处副处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财务组副处长，中国建设银行计划财务部政策制度处高级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一支行副

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会计结算部高级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黄涛：男，1971年8月出生，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申联国际投资公司董事。曾任中国建

设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替任行政总

裁、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中国建设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昆士兰联保保险公司董事，中国建设

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上海银行首席风险官兼北京分行党委书记，上海商业银行替任董事。

胡德斌：男，1968年10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上海银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总工程师助理、开发部

经理、总经理助理，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上海）党委副

书记、副总经理，上海银行首席信息官。

汪明：男，1975年4月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学士。 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浦西分行党委书记，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上海银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公司金融部副

总经理兼重点客户部总经理，上海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上海银行同业金融部副总经

理、公司业务部总经理，上海银行浦西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崔庆军：男，1972年2月出生，毕业于苏州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正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银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工会主席。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党委宣传与群工部副部长兼团委书记、党委组织

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吴中支行、相城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信用

卡中心南宁运行中心主任，上海银行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李晓红：女，1969年12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法学博士。 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委员、董事

会秘书，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上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厅秘书处副处级秘

书、正处级秘书、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处处长，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助理（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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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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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监事会六届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以现场会议加视频接入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6人,实际出席监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监事一致推举，会议由贾锐军监事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贾锐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二、关于选举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提名委员会（3人）

葛明、袁志刚、张磊

（二）监督委员会（4人）

袁志刚、葛明、汤伟军、林利群

三、关于选举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其中，选举葛明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表决结果为：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选举袁志刚担任监

督委员会主任委员，表决结果为：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葛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袁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

督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上海银行2020年度工作回顾暨2021年度工作要点的报告》《关于制订〈上海银行

三年发展规划（2021-2023年）〉的议案》《关于上海银行2021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关于上海银保监局对

我行专项现场检查意见的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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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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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内容：

1、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融信通达（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信通达”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授信期限不长于2年。

2、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银香

港” ）等值人民币116亿元授信额度，有效期3年；同意给予上银香港子公司上银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银国际” ）等值人民币13亿元授信额度，有效期3年。

● 回避表决事宜：

关联董事金煜先生、朱健先生、施红敏先生对与上银香港及其子公司上银国际的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

决。

●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

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融信通达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首贷客户融信通达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授信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50亿元，授信期限不长于2年，单笔业务期限不长于5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融信通达为公司主要股东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属企业集团其他成员单位的联营企业的子公司，因

此融信通达属于公司银保监会规则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与上银香港及其子公司上银国际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存量客户上银香港等值人民币116亿元授信额度，主要

用于同业拆借、外汇买卖、金融衍生品、保函、备用信用证、贸易融资等业务，额度有效期3年；同意给予上银

香港子公司上银国际等值人民币13亿元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同业借款、债券投资、金融衍生品等业务，额度

有效期3年。 本次授信为存量续借，授信总额及业务品种与前次授信保持一致。

公司副行长黄涛先生同时担任上银香港董事长和上银国际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女士同时担任上

银香港董事和上银国际董事，因此上银香港和上银国际均属于公司银保监会规则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1、融信通达为公司主要股东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属企业集团其他成员单位的联营企业的子公司，

因此融信通达属于公司银保监会规则关联方。

2、公司副行长黄涛先生同时担任上银香港董事长和上银国际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女士同时担任

上银香港董事和上银国际董事，因此上银香港和上银国际均属于公司银保监会规则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融信通达基本情况

融信通达成立于2018年2月8日，注册资本1亿元，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为建信融通有

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为天津自贸试验区 （东疆保税港区） 乐山道200号铭海中心2号楼-5、

6-706-1，法定代表人绳晖，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

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

截至2020年9月末， 融信通达资产总额10,640.39万元， 净资产9,941.58万元。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830.33万元，净利润-49.6万元。 2018-2019年，无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4.29万元、-4.52万元。由于申请人

成立时间不长，业务量较小，尚不能覆盖营业成本，故经营有所亏损。

2、上银香港及其子公司上银国际基本情况

上银香港于2013年6月开业，注册资本等值40亿港元，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花园道3

号冠君大厦34楼。 上银香港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法人银行，持有限制银行牌照，可经营存贷款、国际结算、贸

易融资（进出口代付、信用证、保函等）、银团贷款、外汇资金、衍生产品交易等业务。

截至2020年9月末， 上银香港资产总额373.50亿港元， 净资产52.21亿港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58亿港元，净利润1.73亿港元。 2017-2019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6.88亿港元、6.68亿港元、8.13亿港元；净利润

分别为2.21亿港元、2.18亿港元、3.08亿港元。

上银国际于2015年1月开业，注册资本7.8亿港元，是上银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花园

道3号冠君大厦34楼。 目前，上银国际已获得香港证监会批准的第1类（证券交易）、第4类（就证券提供意

见）、第6类（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以及第9类（提供资产管理）核心投行牌照业务。

截至2020年9月末，上银国际有限公司资产总额88.35亿港元，净资产11.56亿港元；2020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2.79亿港元，净利润1.26亿港元。 2017-2019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72亿港元、2.28亿港元、3.29亿港元；

净利润分别为0.63亿港元、0.58亿港元、1.05亿港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融信通达、上银香港和上银国际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公司现有

授信的其他可比非关联公司。 公司对融信通达、上银香港和上银国际的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融信通达、上银香港和上银国际的关联交易为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

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上述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

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与融信通达、上银香港的交易金额分别占

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1%以上，与上银国际的交易金额虽不足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1%，但本次交易发生后，

公司与上银国际及其母公司上银香港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占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5%以上，上述交易均

需由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并及时公告。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已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公司给予融信通达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上银

香港等值人民币116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 以及给予上银国际等值人民币13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

交易事项均属于公司正常授信业务，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通过关联

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关联交易符合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公司给予融信通达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关联交易事项、给予上银

香港等值人民币116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 以及给予上银国际等值人民币13亿元授信额度的关联

交易事项均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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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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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409号4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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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0,329,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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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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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董事长冯达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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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董事会秘书孙琳，财务总监沈宇智列席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变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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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28,070 99.9991 1,000 0.0009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苗晨、尹夏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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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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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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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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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

亚玛顿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 “《告

知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与

落实，并按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答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

知函》 的回复进行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

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

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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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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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8日召

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以下简称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及

相关文件将于2021年1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确认或批准，本

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有关审

批机关的批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