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89� � �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1-075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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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刘海云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刘海云 控股股东 155 3.44 0.97 否 否 2021.11.15 2022.12.10

深圳市中

小微企业

融资再担

保有限公

司

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借款提供

担保

刘海云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15日，刘海云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变动前

质押股份

数量

（万股）

本次变动

后质押股

份

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2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刘海云 4,501.55681 28.20 2,246.00 2401.00 53.34 15.04 2,401.00 100 2095.2867 99.75

注1：截至2021年11月15日，刘海云共计持有公司股份4,501.5568万股。 其中，刘

海云直接持有公司4496.2868万股，通过深圳市建艺人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及

深圳市建艺仕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5.27万股。

注2：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和“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中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是为了满足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求。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刘海云先生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

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万

元）

未来半年内 1,400.00 31.10% 8.77% 8,000.00

未来一年内 - - -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海云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其

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

刘海云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增加担保物、提前还款等方式应对平仓风险，公司将

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刘海云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4、刘海云先生的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

良影响，亦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0151� � �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2021-055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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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元江路3883号上海航天创新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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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0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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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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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大会由董事长荆怀靖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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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挂牌转让上海康巴赛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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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07,811 99.9997 1,105 0.0003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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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鹏、朱嘉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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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68� � � �证券简称：飞科电器 公告编号：2021-023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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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股东代表监事，与2021年10

月27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四届监事会，

并经现场监事一致同意于当日下午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

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贾

春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贾春荣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68� � � �证券简称：飞科电器 公告编号：2021-021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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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东路555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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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9,14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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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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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总裁李丐腾先

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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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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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140,361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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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选举李丐腾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99,137,761 99.9993 是

2.02

选举林育娥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99,137,761 99.9993 是

2.03

选举金文彩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99,137,761 99.9993 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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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选举蔡曼莉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9,140,361 99.9999 是

3.02 选举金鉴中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9,140,361 99.9999 是

3.03 选举张兰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9,140,361 99.9999 是

3.04 选举黄培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9,140,361 99.9999 是

4、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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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选举贾春荣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399,140,361 99.9999 是

4.02

选举牟栋梁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399,140,361 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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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7,140,361 99.9972 200 0.0028 0 0.0000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 - - - -

2.01

选举李丐腾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7,137,761 99.9608 0 0.0000 0 0.0000

2.02

选举林育娥女士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7,137,761 99.9608 0 0.0000 0 0.0000

2.03

选举金文彩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7,137,761 99.9608 0 0.0000 0 0.0000

3.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 - - -

3.01

选举蔡曼莉女士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140,361 99.9972 0 0.0000 0 0.0000

3.02

选举金鉴中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140,361 99.9972 0 0.0000 0 0.0000

3.03

选举张兰丁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140,361 99.9972 0 0.0000 0 0.0000

3.04

选举黄培明女士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140,361 99.9972 0 0.0000 0 0.0000

4.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

表监事的议案

- - - - - -

4.01

选举贾春荣先生为第四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7,140,361 99.9972 0 0.0000 0 0.0000

4.02

选举牟栋梁先生为第四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7,140,361 99.9972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2、3、4议案分别为选举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股东代表监事，

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该等候选人获得投票数均超过了出席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全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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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琳、李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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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68� � � �证券简称：飞科电器 公告编号：2021-022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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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并经现场董事

一致同意于当日下午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

席董事7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李丐腾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

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各位董

事讨论后一致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李丐腾 李丐腾、金文彩、蔡曼莉、张兰丁、黄培明

审计委员会 金鉴中 金鉴中、蔡曼莉、李丐腾

提名委员会 蔡曼莉 蔡曼莉、黄培明、李丐腾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张兰丁 张兰丁、金鉴中、李丐腾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三、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丐腾先生为公司总

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金文彩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执行副总裁、聘任吴礼清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五、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胡莹女士（简历附后）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六、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郭加广先生（简历附

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七、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陆建飞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21-52858888-839

传 真：021-52855050

通讯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东路555号

电子邮箱：flyco@flyco.com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7日

附件：个人简历

李丐腾 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李丐

腾先生是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曾任飞科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上海飞科电器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董事长，现任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上海飞科投资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金文彩 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工程师。曾

任上海飞科电器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飞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执行副总裁。

吴礼清 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曾任浙江飞科

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芜湖飞科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生产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胡 莹 女，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会计师，注

册会计师。 2008年以来，曾任浙江飞科电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飞科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副总监，现任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郭加广 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北大学学士学位，

2007年8月至2020年6月就职于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2011年7月至

2020年6月担任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2020年7月加

入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任职董事长助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陆建飞 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中级经济

师。曾任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证券部证券事务代表，现任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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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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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11月16日，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以7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郭加广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11月16日（郭加广先生简历附后）。

郭加广先生已经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担任董事会

秘书的情形。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郭加广先生的董

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程序合法有效。

2、经审核，郭加广先生具备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职

业素养和工作经验，未发现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认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综上所述，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聘任郭加广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21-52858888-839

2、传 真：021-52855050

3、电子邮箱：flyco@flyco.com

4、办公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东路555号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7日

附：郭加广先生简历

郭加广，男，1983年4月出生，中北大学学士学位，2007年8月至2020年6月就职

于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中2011年7月至2020年6月担任上海柘中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2020年7月加入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任职董事长助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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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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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咸阳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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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40,40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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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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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公司董事长李淼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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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建设咸阳G8.5+基板玻璃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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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882,478 99.9786 521,200 0.0214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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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杨国洪 2,438,839,686 99.9359 是

2.02 蒋磊 2,439,079,487 99.9457 是

2、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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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包勇 2,438,939,784 99.9400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斌、闫思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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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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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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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北区朗山一路6号意中利科

技园1号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

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1,107,6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1,107,6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74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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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唐咚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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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耘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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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61,107,607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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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61,107,607 100.00 0 0.00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2为普通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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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事务所

律师：陈烨、朱环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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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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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临平南苑街22号西子国际2号楼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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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90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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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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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沈慧芬女士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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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2人，董事长陈夏鑫、董事董振东、董事王卫红、董事

高峰、独立董事赵敏、独立董事严建苗、独立董事何超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柳宇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琳玲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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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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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46,449 99.8647 163,500 0.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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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187,100 53.3656 163,500 46.634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已对5%以下股东单独计票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虞文燕、王冰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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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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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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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受理

★上市公司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不适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系公司会议决议效力纠纷，

不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潮能源” ）近日收到《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5民初67152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申请人：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被申请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宁夏顺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绵阳泰合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

海关山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

鸿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金志昌盛投资有限公司

案由：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诉讼机构名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诉讼机构所在地：北京市

有关诉讼基本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3）。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金通合” ）于诉讼中

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请求责令新潮能源停止执行2021年7月8日作出的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1）京

0105民初67152号，认为案涉股东大会存在并未以有效的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召

集程序存在具有瑕疵的可能性， 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可能会给中金通合的合法权

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采取行为保全措施不会造成当事人间利益显著失衡、不会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金通合提出的行为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裁定如下：

被申请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停止执行2021年7月8日作出的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申请人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负担

（已交纳）。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

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本诉讼系公司会议决议效力纠纷，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将继续积极

采取措施，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

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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