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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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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陈凌

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其中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

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13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陈凌，女，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获学士学位。

2007年至今，一直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薪酬总监、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 陈凌女士通过上海合业众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383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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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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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456号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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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521,9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5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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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9.25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49.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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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刘亚东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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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许杰先生、孙鹏程先

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逯亚娟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焦烈焱先生以通

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余芸律师、吕佳丽律师列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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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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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1,784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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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1,784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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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5,427 97.4710 205 0.0004 1,176,357 2.5286

4、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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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普通股

45,345,427 97.4710 205 0.0004 1,176,357 2.5286

5、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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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5,427 97.4710 205 0.0004 1,176,357 2.5286

6、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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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5,427 97.4710 205 0.0004 1,176,357 2.5286

7、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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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5,427 97.4710 205 0.0004 1,176,357 2.5286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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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5,427 97.4710 205 0.0004 1,176,357 2.5286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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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5,427 97.4710 205 0.0004 1,176,357 2.5286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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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1,784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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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1,784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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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1,784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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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1,784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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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1,784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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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21,784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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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关于选举刘亚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43,950,095 94.4717

是

16.02

关于选举司建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43,950,095 94.4717

是

16.03

关于选举杨玉宝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43,950,095 94.4717

是

16.04

关于选举施忠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43,950,095 94.4717

是

17、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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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

关于选举施俭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3,950,095 94.4717

是

17.02

关于选举许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3,950,095 94.4717

是

17.03

关于选举孙鹏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43,950,095 94.4717

是

18、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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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

是否当

选

18.01

关于选举黄庆敬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43,950,095 94.4717

是

18.02

关于选举刘开锋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43,950,095 94.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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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关于

2020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6,858,870 85.3578 205 0.0026 1,176,357 14.6396

8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6,858,870 85.3578 205 0.0026 1,176,357 14.6396

9

关于公司

2021

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6,858,870 85.3578 205 0.0026 1,176,357 14.6396

16.01

关于选举刘亚东

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5,463,538 67.9931

16.02

关于选举司建伟

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5,463,538 67.9931

16.03

关于选举杨玉宝

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5,463,538 67.9931

16.04

关于选举施忠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5,463,538 67.9931

17.01

关于选举施俭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5,463,538 67.9931

17.02

关于选举许杰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5,463,538 67.9931

17.03

关于选举孙鹏程

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5,463,538 67.993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6、议案17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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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余芸律师、吕佳丽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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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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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通知于2021年5月1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5月12

日在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碧波路456号4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为紧急会议，召集人已在会议上作出相关说明。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

事3人，全体监事共同推举陈凌女士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同意选举陈凌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议案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普元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特此公告。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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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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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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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刘亚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亚东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0）。

二、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刘亚东（主任委员）、杨玉宝、许杰；

2、提名委员会：孙鹏程（主任委员）、许杰、杨玉宝；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施俭（主任委员）、孙鹏程、施忠；

4、审计委员会：施俭（主任委员）、孙鹏程、司建伟。

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主任

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施俭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0）。

三、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已经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陈凌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自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陈凌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普

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名单如

下：

1、总经理：司建伟先生；

2、副总经理：杨玉宝先生、焦烈焱先生、逯亚娟女士；

3、财务总监：杨玉宝先生；

4、董事会秘书：逯亚娟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其中，逯亚娟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

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司建伟先生、 杨玉宝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0），焦烈焱先生、逯亚娟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琴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琴芳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简历详见附件。

六、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21-58331900

传真：021-50801900

邮箱：info@primeton.com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碧波路456号4楼

特此公告。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附件：

焦烈焱，男，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机械电子

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2003年至今，一直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技术负责人。

逯亚娟，女，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法学专业，获

学士学位。曾任普元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3年至今，一直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张琴芳，女，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学士学位，

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9年至今，一直任

职于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法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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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议案被否决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事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2日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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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9:

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9:15一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9楼公

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109,817,7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2.846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9,708,8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82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8,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2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方式以记名方式进行，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

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09,78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566％；反对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8％；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4.2516％。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09,78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566％；反对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8％；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4.2516％。

3、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09,78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566％；反对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8％；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4.2516％。

4、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109,78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9％；反对3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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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566％；反对3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4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5、审议通过《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109,78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3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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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566％；反对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8％；弃权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34.2516％。

6、审议通过《关于支付财务审计机构报酬及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09,78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9％；反对3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566％；反对3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4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7、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贷款计划的议案》；

同意109,78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9％；反对3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566％；反对3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4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8、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109,78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9％；反对3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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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566％；反对3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4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9、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109,78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9％；反对37,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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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566％；反对37,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4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

人

获得的总票数（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获得的中小股东

选举票数（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

结

果

马新智

109,708,888 99.9008% 0 0%

通过

张海霞

109,708,888 99.9008% 0 0%

通过

张磊

109,708,891 99.9008% 3 0.00002755%

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获得的总票数（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获得的中小股东

选举票数（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

结

果

丁治平

109,708,888 99.9008% 0 0%

通过

王炜

109,708,888 99.9008% 0 0%

通过

梁月林

109,708,888 99.9008% 0 0%

通过

李润起

109,708,888 99.9008% 0 0%

通过

刘建翔

109,708,888 99.9008% 0 0%

通过

王金秋

109,708,894 99.9008% 6 0.00005510%

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非职工监事候

选人

获得的总票数（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获得的中小股东

选举票数（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

结

果

张彦夫

109,708,888 99.9008% 0 0%

通过

曹世强

109,708,888 99.9008% 0 0%

通过

谭剑峰

109,708,891 99.9008% 3 0.00002755%

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20日公告。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朱明、姜黎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证券简称：国际实业 证券代码：000159� � � �编号：2021-36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2021年5月12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公司职工

代表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会议通过民主选举形成如下决议：

选举孟小虎先生、陈国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三年，个人简历附后。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将与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三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将与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同时生效履职。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5月13日

附：个人简历

孟小虎，男，48岁，大学学历，曾先后任湖北活力美洁时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业务主管、新

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业务主管、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部

部门经理、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贸易部经理、总经理助理、董事、子公司中亚投资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监事、贸易部经理。

陈国强,�男 ,58岁，大专学历，曾任职于新疆旅客运输公司会计、新疆交通运输培训中心

总助，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企管部、新疆拜城县铁热克煤业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职

工监事、总经理助理。

上述人员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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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上述人员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上述候选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监事任职条件。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000159� � � � �编号：2021-37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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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

12日下午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长丁治平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

名，分别是董事长丁治平、董事王炜、梁月林、李润起、刘健翔、王金秋，独立董事马新智、张海

霞、张磊。会议召开的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人员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丁治平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董事长薪酬标准继续按以前

年度执行。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

独立董事：张磊；

非独立董事：丁治平、王炜、梁月林、刘健翔。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

独立董事：马新智、张海霞、张磊；

非独立董事：丁治平、李润起。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

独立董事：张磊、马新智、张海霞；

非独立董事：丁治平、李润起。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

独立董事：张海霞、马新智、张磊；

非独立董事：丁治平、王金秋。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董事长丁治平先生兼任公司总经理。

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乔新霞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兼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王炜先生、梁

月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高管候选人任职期限均为三年,�上述高管的薪酬标准继续按

以前年度执行。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继续聘任李润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薪酬标准继续按以前年度执行。继续

聘任顾君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13日

附：个人简历

附件： 个人简历

1、丁治平，男，61岁，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职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中

国银行新疆分行，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本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控股股东控股的子公司新纽贸易公司董事，除此之外，与持有国际实业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乔新霞,女，汉族，57岁，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曾在哈密矿务局技工学校和乌鲁木

齐矿务局技工学校任教；历任新疆煤炭建设工程公司信息科、财务科科长；曾在新疆对外贸易

集团公司财务部任职； 曾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

监，现任公司常务副总兼财务总监。

3、王炜，男，61岁，大专，高级商务师，曾任新疆自治区外经贸厅政治处副处长，现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4、梁月林，男，55岁，在职研究生，曾任新疆绿洲长绒棉纺织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新疆屯河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副经理、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新疆嘉亿矿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金锣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中国昊汉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5、李润起，男，46岁，工商管理硕士，曾在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营业部和投资银行

等工作、在本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上述人员中丁治平先生配偶谭娟持有公司股份12万股, 王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万股,乔

新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35万股，李润起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3万股。

上述人员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

人员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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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管的情形。上述人员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条件。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000159� � � � �编号：2021-38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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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12日下午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3名，授权2名，参会监事分别是监事长张彦夫、监事谭剑

峰，职工监事孟小虎，监事曹世强因在外出差，授权监事谭剑峰代为表决,�职工监事陈国强因

在外出差，授权职工监事孟小虎代为表决。会议由监事长张彦夫主持，会议的召开和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选举张彦夫先生继续担任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监事长薪酬标准继续按以前年度执行。个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13日

附：简历

张彦夫，男， 53岁，汉族，大专，历任新疆通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新疆对

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乾

泰中晟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截止本公告日，张彦夫

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2.82%，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彦夫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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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长任职条件。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柏瑞中证港股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因处于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5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中证港股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港股通

50

基金主代码

5135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华泰柏瑞中证港股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华泰柏瑞中证港股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

年

5

月

19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

年

5

月

19

日

暂停申购和赎回的原因说明

2021

年

5

月

19

日（香港佛诞日）为香港交易所节

假日

,

不提供港股通服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2021年交易日安排，2021年5

月19日（星期三）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本基

金管理人决定于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暂停上述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上述基金将于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起恢复办理申购和赎回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届时

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 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huatai-pb.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1。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创新

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5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创新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创新升级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93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

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创新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格菘

吴远怡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费逸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费逸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1

年

5

月

13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2021年5月13

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520� � � � �证券简称：文一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1一023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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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12日，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董

事韦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个人工作原因，韦勇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职务及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由于韦勇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要求，因此，韦勇先生的辞职

报告提交至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韦勇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司对韦勇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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