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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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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黑泉路8号1幢康健宝盛广场C座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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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075,8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07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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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4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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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昌敬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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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7人，董事蒋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孙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王璇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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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7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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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5,075,8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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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关于选举昌敬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4,933,046 99.4303 是

3.02

《关于选举万云鹏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4,933,046 99.4303 是

3.03

《关于选举孙佳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4,933,046 99.4303 是

3.04

《关于选举蒋文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4,933,046 99.4303 是

4、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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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关于选举黄益建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24,957,943 99.5296 是

4.02

《关于选举蒋宇捷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24,958,743 99.5328 是

4.03

《关于选举胡天龙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24,958,743 99.5328 是

5、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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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关于选举李琼为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24,845,563 99.0815 是

5.02

《关于选举齐来为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24,959,743 99.5368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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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

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的议案》

3,037,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关于选举昌敬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894,322 95.2969

3.02

《关于选举万云鹏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894,322 95.2969

3.03

《关于选举孙佳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894,322 95.2969

3.04

《关于选举蒋文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894,322 95.2969

4.01

《关于选举黄益建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919,219 96.1167

4.02

《关于选举蒋宇捷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920,019 96.1430

4.03

《关于选举胡天龙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920,019 96.143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3、4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启明、王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 报备文件

（一）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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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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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

11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1月26日通过邮件方式送达

全体监事。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时限，召集人已在监事会会议上

就本次紧急会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全体监事无异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石

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相关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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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

聘任相关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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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2021年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2021年11月26日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属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

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现将本次换

届选举及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 董事长：昌敬先生

（二） 董事会成员：昌敬先生、万云鹏先生、孙佳女士、蒋文先生、黄益建先生（独立董

事）、蒋宇捷先生（独立董事）、胡天龙先生（独立董事）

（三）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昌敬先生、黄益建先生、蒋宇捷先生、胡天龙先生，由昌敬先生担任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黄益建先生、蒋宇捷先生、胡天龙先生、万云鹏先生，由黄益建先生担任召

集人。

3、提名委员会：万云鹏先生、黄益建先生、蒋宇捷先生、胡天龙先生，由万云鹏先生担任召

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蒋宇捷先生、黄益建先生、胡天龙先生、万云鹏先生，由蒋宇捷先生

担任召集人。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

上，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黄益建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委员会组成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

上述董事会成员及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 自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

二、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 监事会主席：谢濠键先生

（二） 监事会成员：谢濠键先生（职工代表监事）、李琼女士、齐来女士

上述监事会成员任期三年，自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一） 总经理：昌敬先生

（二） 副总经理：万云鹏先生、全刚先生、钱启杰先生、沈睿先生

（三） 财务总监：王璇女士

（四） 董事会秘书：孙佳女士

（五） 证券事务代表：张雨女士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其中，董事会秘书

孙佳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独立董事已对聘任上述人员的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董事、 监事简历请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上述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见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附件：

一、 总经理简历

昌敬，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6年7月至2007

年11月就职于北京傲游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技术经理，2007年11月至2010年2月就职于微

软（中国）有限公司并担任程序经理，2010年2月至2011年2月担任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高级产品经理，2011年2月至2011年12月创立北京魔图精灵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CEO，2011年

12月至2014年7月担任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高级经理。2014年7月加入公司，现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二、 副总经理简历

万云鹏，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年6月至

2014年10月任职于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并担任产品经理。2014年10月加入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全刚，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3月至2003

年8月就职于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项目经理，2003年9月至2005年5月就职于华立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BD部门经理，2005年5月至2013年8月就职于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并担任Product� Program� Manager，2013年9月至2016年2月就职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并担

任Engine� Verification� Manager。2016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用户产品整体研

发工作。

沈睿，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3月至2004

年4月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并担任硬件工程师，2004年4月至2005年10月就职于西

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并担任硬件测试工程师，2005年10月至2008年4月就职于伟创力（中国）

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并担任测试经理，2008年4月至2013年9月就职于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并担任测试经理，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就职于微软 （中国） 有限公司并担任部门经理。

2014年12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商用产品事业部管理工作。沈睿先生同时为公

司核心技术人员。

钱启杰，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7月至2008年7月

就职于富士康科技集团并担任工程师职位，2008年7月至2015年6月就职于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担任制造代表。2015年6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供应链管理及制造交付工作。

三、 董事会秘书简历

孙佳，女，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4年3月至2017

年12月就职于中铁十九局国际公司并担任中级工程师。2018年1月加入公司并担任运营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四、 财务总监简历

王璇，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1年7月至2004年10月

就职于中建进出口总公司并担任会计，2004年11月至2008年3月就职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并担任审计经理，2008年4月至2012年4月就职于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担

任财务经理，2012年4月至2018年4月就职于北京博达瑞恒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财务总监。2018

年4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五、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张雨，女，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职于吉林科龙建

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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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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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99号尚浦商务中心5幢3楼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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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9,51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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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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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会记名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潘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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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2人，邓明辉董事、孟森董事、刘东董事、孙大建独立董事、冯国

华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赵福俊监事、郑丽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韩敏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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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潘秋生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98,663,684 99.7861 是

1.02

关于选举邓明辉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96,770,372 99.3122 是

1.03

关于选举孟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97,011,338 99.3725 是

1.04

关于选举刘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96,941,362 99.3550 是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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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王鲁军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95,380,209 98.9642 是

2.02

关于选举冯国华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96,455,322 99.2333 是

2.03

关于选举肖立荣女士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95,981,697 99.1148 是

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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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赵福俊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95,816,213 99.0733 是

3.02

关于选举郑丽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98,431,396 99.7279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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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潘秋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8,320,106 98.2620

1.02

关于选举邓明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6,426,794 94.4118

1.03

关于选举孟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6,667,760 94.9018

1.04

关于选举刘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6,597,784 94.7595

2.01

关于选举王鲁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5,036,631 91.5848

2.02

关于选举冯国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6,111,744 93.7711

2.03

关于选举肖立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5,638,119 92.8080

3.01

关于选举赵福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45,472,635 92.4715

3.02

关于选举郑丽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48,087,818 97.78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以累积投票方式投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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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健、吕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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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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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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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于2021年11月26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应

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已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成立，现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潘秋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更名的议案；

为进一步强化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公司决策能力和治理水平，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名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更名为董事会审

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同时，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实际工作需

要，修订相关委员会的工作细则。修订后的《上海家化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

细则》、《上海家化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如下：

选举潘秋生先生、孟森先生、冯国华先生为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其中潘秋生先

生为主任委员；

选举王鲁军先生、刘东先生、肖立荣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王鲁军先生为主任委

员；

选举肖立荣女士、邓明辉先生、王鲁军先生、冯国华先生为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其中肖立荣女士为主任委员；

选举冯国华先生、刘东先生、王鲁军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冯国华先生为主

任委员。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潘秋生先生为公司首

席执行官、总经理；聘任叶伟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聘任韩敏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陆地先生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附简历：

潘秋生：男，1973年出生，本科，曾任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大众化妆品部商务总经理及

欧莱雅集团大众化妆品部亚太区商务总经理、美泰全球副总裁兼美太芭比（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中国区总经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副主任。现任本公司董

事长、首席执行官、总经理。

邓明辉：男，1965年出生，硕士，曾任平安集团计财部经理、平安集团总公司企划部副总经

理、平安人寿副总经理、平安集团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及财务负责人、本公司董事。

孟森：男，1968年出生，硕士，历任平安资产管理公司组合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投资管理部

（保险）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传统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平安集团投资管理中心资产负债管

理部总经理兼平安人寿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平安人寿投资管理中心负责人。现任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刘东：男，1964年出生，博士，曾任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经济学家、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投资

官、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平安资本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合伙人、本公司董事。

王鲁军：男，1955年出生，大专，高级工程师。曾任厦门远洋运输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

记、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冯国华：男，1968年出生，本科，曾任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副总裁、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级合伙人、汉能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微

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敏华控股（01999.HK）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惠生工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02236.HK）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肖立荣：女，1962年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曾任江西财经大学讲师、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叶伟敏：男，1966年出生，硕士。曾任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华东区区域销售经理、养生堂

有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好孩子集团卫生用品事业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事业一部、三

部部长、公司副总经理兼大众消费品事业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

韩敏：女，1977年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风险控制部经理、

汇丰控股及汇丰银行公司银行部业务开发主任、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

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本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

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

陆地：男，1973年出生，硕士。曾任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上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高级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总监、证券事务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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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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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一次监事会于2021年11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已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成立，现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赵福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附简历：

赵福俊：男，1966年出生，本科，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南区事业

部、中西区事业部总经理，现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本公

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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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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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无锡韦

感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韦感” ）的通知，获悉无锡韦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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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韦感

是 2775 75% 7.7% 否 否

2021-11

-25

至主合同项

下债权诉讼

时效届满止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股份质押

系为收购

股份申请

的并购贷

款提供质

押担保

注：主合同指无锡韦感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的《并购贷款合同》。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无锡韦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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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无锡

韦感

3700 10.28% 0 2775 75% 7.7% - - - -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无锡韦感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是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是为收购公司

股份申请的并购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2、根据无锡韦感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的《并购贷款合同》及《质押合

同》， 无锡韦感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0万股 （含本次质押股

份）。无锡韦感资信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无锡韦感后续还款资金主

要来自于其自身经营活动现金流、所持共达电声股权的分红款、以及后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新

的融资安排。

3、无锡韦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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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韦感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319� � �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1-06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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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21年3月23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徐丽娜女士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且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

监会” ）核准之日起算。

本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徐丽娜女士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丽娜任职资格的

批复》（银保监复〔2021〕918号）。根据上述批复，中国银保监会已核准徐丽娜女士担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徐丽娜女士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自2021年11月23日起生效。根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徐丽娜女士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薪酬委员会

委员亦自2021年11月23日起生效。徐丽娜女士的简历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6日

附件：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任职声明

本人受聘担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作如下声明：

一、本人符合《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规定，不存在任何可

能影响对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情形。

二、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及其法律责任。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将保证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诚信、勤勉、独立履行职责，切实维护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本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并愿承担因不实声明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徐丽娜

2021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01588� � �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2021-047

债券代码：122351� � � �债券简称：14北辰 02

债券代码：151419� � � �债券简称：19北辰 F1

债券代码：162972� � � �债券简称：20北辰 01

债券代码：188461� � � �债券简称：21北辰 G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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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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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18北辰实业MTN001(债券代码：101801409)付息及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

资者及时领取付息及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8北辰实业MTN001

4、债券代码：101801409

5、发行时间：2018年11月29日到2018年11月30日

6、发行总额（亿元）：16.20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65%

8、发行期限：3+N� (3)年

9、利息支付日/发行人赎回选择权行权日：2021年12月3日

10、主承销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存续期管理机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登记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及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

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莹

联系方式：010-64993097

2、主承销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善超 杜秋阳

联系方式：010-66635929/66635925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发行岗

电话：021-23198888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 27日

证券代码：603619� � �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1-081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哈萨克斯坦岸边区块87.5%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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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曼石油” ） 于2020年8月26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2021年9月11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哈萨克斯坦岸边区块87.5%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或下属全资子公司拟收

购Neftserv� Dmcc （以下简称 “NS公司” ） 持有的Toghi� Trading� F.Z.C公司 （以下简称

“TOGHI公司” ）87.5%的股权， 从而间接获得ZHAN� KC公司持有的哈萨克斯坦岸边区块

87.5%的探矿权权益。交易双方达成一致，本次交易涉及金额1,650万美元，后续将以专业的评

估机构出具的对交易标的的评估报告为依据，且不超过上市公司同类型交易平均估值水平，

并在岸边区块探矿权2021年11月顺利获得延期后，对此转让对价进行调整并履行相应的审议

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哈萨克斯坦岸边区块87.5%权益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二、进展情况

近期，ZHAN� KC公司取得了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批复的岸边区块延期申请。2021年11月

25日，ZHAN� KC公司与哈萨克斯坦能源部签署了岸边区块探矿权合同补充协议， 岸边区块

探矿权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9月11日。

公司已聘请专业储量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师、会计师针对岸边区块及交易标的开展相关

的审计评估工作，待公司取得专业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后，公司将与NS公司协商确定交易方

案及交易对价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