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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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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5月12日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5月12日以电话、口头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

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的董事赵志坚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市锐明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赵志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选举向怀坤、刘志永、赵志坚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其中赵志坚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提名委员会：选举金振朝、向怀坤、赵志坚为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其中金振朝为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3）审计委员会：选举刘志永、金振朝、望西淀为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刘志永为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向怀坤、金振朝、望西淀为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其中向怀坤为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志坚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聘任孙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望西淀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文涛先生、孙继业先生、刘垒

先生、陈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同意聘任刘

必发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以上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

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下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聘任赵志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关于聘任望西淀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3）《关于聘任刘文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4）《关于聘任孙继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5）《关于聘任刘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6）《关于聘任陈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7）《关于聘任孙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8）《关于聘任刘必发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本子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内部审计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

意聘任吴祥礼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

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丹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

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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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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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5月12日下午17: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

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5月12日以电话、口头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

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推

选的蒋明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蒋明军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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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

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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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锐明技术” ）于2021年 5月

1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志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望西淀先生为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刘文涛先生、孙继业先生、刘垒先生、陈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协助总经

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同意聘任孙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同意聘

任刘必发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简历附后）

上述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

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或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董事会秘书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孙英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

前，孙英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孙英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33605007

传真：0755-86968976

邮箱：infomax@streamax.com

通信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B1栋23层

二、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经理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祥礼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丹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

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陈

丹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 其任职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陈丹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33605007

传真：0755-86968976

邮箱：infomax@streamax.com

通信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B1栋23层。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附件简历 ：

1、赵志坚先生：196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

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 1984年7月-1998年7月服务于四川长虹电子集

团，先后任第一设计所副所长和视听产品事业部总经理；1998年8月-2000年9月服务于

深圳先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00年9月-2002年7月服务于香

港超越集团，任常务副总经理；2002年9月至今，创建深圳市锐明视讯技术有限公司，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赵志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45,65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26.38%。 除此之外，赵志坚先生与望西淀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赵志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望西淀先生：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国防科技大

学电子技术系。 1990年7月-1998年10月服务于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任数字视

听事业部高级工程师；1998年10月-2000年8月服务于深圳先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

软件开发部经理；2000年9月-2002年7月服务于香港超越集团，任研发部经理；2002年9

月至今，创建深圳市锐明视讯技术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望西淀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33,41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19.30%。 除此之外，望西淀先生与赵志坚先生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望西淀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刘文涛先生：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武汉大学电信学

院，本科学历。 1997年7月-1999年9月服务于深圳市先科电子有限公司，任软件工程师；

1999年9月-2002年7月服务于香港超越集团，任职软件工程师；2002年9月至今，服务于

公司，曾任职软件工程师、事业部总经理，现任职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文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3,2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1.87%。除此之外，刘文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文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4、孙继业先生：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电子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2年8月-2003年8月服务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研

发部，任工程师；2003年9月至今服务于公司，历任硬件工程师、系统工程师、车载监控

产品线经理、车载监控产品总监、车载监控事业部总经理，现任职公司董事兼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日，孙继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843,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9%。除此之外，孙继业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继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5、陈建华先生:196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81-1993年服

务于广铁集团；1993-2000年服务于深圳汇国丰科技有限公司；2006年至今服务于公

司，曾任职国内营销部经理，现任职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陈建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825,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8%。除此之外，陈建华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建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6、刘垒先生：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机械

与汽车工程学院，本科学历。 2001年7月-2005年3月服务于深圳市富士康科技集团，先

后任品质工程师、主管，生产质量、售后质量主管；2005年4月-2014年1月服务于深圳市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CDMA事业部供应商质量、研发质量主任工程师，无线

产品经营事业部质量经理、总监；2014年2月至今服务于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 刘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259,0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5%。除此之外，刘垒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垒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孙英女士：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会计师职称。1988

年7月-1991年11月服务于宁夏石嘴山市碳素厂；1991年11月-1997年4月服务于宁夏新

兴碳化硅有限公司财务部；1997年4月-2002年10月服务于深圳市路通达通讯设备有限

公司， 任财务部经理；2002年10月-2006年11月服务于深圳成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任

财务部经理；2006年11月服务于公司，2015年5月15日至2020年3月29日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兼财务总监，2020年3月30日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 孙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279,93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6%。除此之外，孙英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英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刘必发先生：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中山大学金融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 曾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海外子公司财务经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海外子公司财务经理，广东晖速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深圳市锐明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 刘必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4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除此之外，刘必发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必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9、吴祥礼先生：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会计学院，本科学历，审计师。 曾任金威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审计部高级经理，现任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吴祥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此之外，吴祥礼先生与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吴祥礼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陈丹女士：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先后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吉林大学法律硕士专业，硕士研究生。 入职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后，曾任行政人事部经理，总经办经理。 现任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副总

监、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 陈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2,5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除此之外，陈丹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丹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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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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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变更或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2日下午1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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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2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9:15一15:

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B1栋23楼会

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志坚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

东” ） 共有17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22,004,78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6046％。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8,311,0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8.4670％。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693,7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376％。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1人，代表股份6,024,2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863％。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

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变更或增加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99,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4％；反对5,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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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99,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4％；反对5,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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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99,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4％；反对5,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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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99,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4％；反对5,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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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97,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4％；反对6,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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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7,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871％；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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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997,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4％；反对6,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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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7,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871％；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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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004,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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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2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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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422，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5％；反对12,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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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1,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7875％；反对1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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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关联股东赵志坚、望西淀、刘文涛、孙英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7,98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2％；反对

1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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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关联股东蒋明军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417,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7％；反对7,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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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7,0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805％；反对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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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关联股东赵志坚、望西淀、刘文涛、孙英、蒋明军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选举赵志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3,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2,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074％；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赵志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选举望西淀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3,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2,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074％；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望西淀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选举刘文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1,9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1,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7875％；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刘文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4选举孙继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9,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8,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9070％；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孙继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5选举刘红茂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3,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2,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074％；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刘红茂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6选举吴明铸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3,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2,6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075％；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吴明铸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选举向怀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9,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8,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9070％；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向怀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选举刘志永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3,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2,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074％；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刘志永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选举金振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3,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12,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8074％；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金振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3.1选举蒋明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9,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4％；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蒋明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2选举谢长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21,993,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谢长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的杨茹和张馨升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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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规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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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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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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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

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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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 2021

年5月12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 9:15-15:00。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海波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阳春市春城镇春江大道117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的公告：公司已于2021年4月20日、2021年4月21日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

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17）、《〈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计3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为167,869,53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66.095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比例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不含出席会议的持股比例低于5%的董事、监事、高管，下

同）共计3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43,932,70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7.297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计12名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6,

975,85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9.9945%。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2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为40,893,67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6.1012%。

3、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

席了本次会议。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69,53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932,70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33,20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896,37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弃权股数36,33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33,20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896,37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弃权股数36,33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33,20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896,37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弃权股数36,33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69,53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932,70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33,20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股数36,33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股数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殊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896,37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股数36,33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27%； 弃权股数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海波、施宗梅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48,947,262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932,70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弃权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33,20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896,37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弃权股数36,33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33,20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896,37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弃权股数36,33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33,20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896,37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弃权股数36,33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十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218,672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23%；反对股数614,531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1%；弃权股数

36,33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281,843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5185%；反对股数614,531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988%；弃权股数36,33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27%。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33,20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36,33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896,37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股数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弃权股数36,33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167,833,203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4%；反对股数36,33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股数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43,896,37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73%；反对股数36,330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27%； 弃权股数0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吴桂玲律师、安国良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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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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