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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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选举王文京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二、《公司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选举郭新平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三、《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选举董事王文京先生、郭新平先生、吴政平先生、陈强兵先生，独立董事张

为国先生、周剑先生、王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董事王文京先
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四、《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选举独立董事周剑先生、 王丰先生及董事王文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周剑先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五、《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

议案》

公司选举独立董事王丰先生、 张为国先生及董事王文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独立董事王丰先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六、《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选举独立董事张为国先生、 周剑先生及董事郭新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独立董事张为国先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七、《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

案》
公司选举独立董事张为国先生、 周剑先生及董事郭新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其中张为国先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八、《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聘任陈强兵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九、《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聘任欧阳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根据公司关于干部任职年龄规定并

结合工作需要，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0 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聘任公司董事吴政平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聘任谢志华先生为公司执

行副总裁，聘任欧阳青先生、王健先生、徐洋先生、任志刚先生、左骏先生、杜宇先
生、孙淑嫔女士、张成雨先生、李俊毅先生、吴平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吴政平先
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董事会另聘时止；根据公司

关于干部任职年龄规定并结合工作需要，欧阳青先生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止，王健先生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出的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张为国、周剑、王丰发表独立意见，一致同意本决议第八项、第九

项和第十项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十一、《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总裁会进行专项授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会关于公司分公司、

办事处的设立、变更及注销的审批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权限。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
司总裁聘用、解聘分公司、办事处负责人权限。 上述授权期限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
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7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简历
吴政平先生，1964 年 9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1992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董

事、执行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和行政总监等职务，目前还担任北京用友幸
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用友政务
软件有限公司董事、厦门用友烟草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陈强兵先生，1976 年 9 月出生，工学学士。2000 年加入用友，曾任分公司销售经
理、分支机构管理总部负责人、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执行
总裁、董事等职务 , 目前还担任用友（上海）工业互联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谢志华先生，1976 年 7 月出生，工学学士。1998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研发工程
师、开发部经理、NC 事业部副总经理、NC 产品本部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裁、高级
副总裁、执行副总裁等职务。

欧阳青先生，1965 年 9 月出生，法学硕士。 2003 年 2 月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副总
裁、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王健先生，1966 年 5 月出生，工学硕士。2001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制造产品经
理、制造行业事业部总经理、大型企业解决方案业务本部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
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徐洋先生，1976 年 5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4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 U8 业
务部经理、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商业伙伴部总经理、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
行总裁、公司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左骏先生，1978 年 12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6 年加入用友，曾任分公司总
经理、公司助理总裁、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杜宇先生，1976 年 6 月出生，管理学学士。1997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电子商务
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消费品行业事业部总经理、数字营销事业部总经理、云业
务本部总经理、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孙淑嫔女士，1975 年 3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4 年加入用友，注册会计师，
曾任公司合并报表经理、财务管理部总经理、财务共享中心总经理、高端业务财务
总监、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张成雨先生，1978 年 6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01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开发
经理、部门经理、开发总监、U8 研发中心总经理、营销云产品运营部总经理、云平台
BG 研发总经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李俊毅先生，1978 年 12 月出生，经济学学士。 2001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软件
开发工程师、 产品部经理、NC 产品本部总经理、U8 Cloud 产品部总经理、NC Cloud
产品本部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吴平先生，1973 年 4 月出生，经济学学士。 2001 年加入用友，曾任分公司总经
理、企业管理部总经理、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公司副总裁、高级副
总裁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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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0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用友产业园（北京）中区 8 号楼 E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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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6,64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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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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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王文京

先生主持。 所有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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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独立董事黄锦辉、于扬、张为国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章珂、高志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公司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欧阳青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章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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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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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513,687 99.9898 19,743 0.0014 113,800 0.0088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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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462,407 99.9859 71,023 0.0053 113,800 0.0088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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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513,687 99.9898 19,743 0.0014 113,800 0.0088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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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627,487 99.9985 19,743 0.001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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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627,487 99.9985 19,743 0.001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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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513,687 99.9898 19,743 0.0014 113,800 0.0088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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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133,835 99.9610 399,585 0.0303 113,810 0.0087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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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393,987 99.9807 139,443 0.0105 113,800 0.0088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 2019 年度董事薪酬情况及 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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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16,627,487 99.9985 19,743 0.001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 2019 年度监事薪酬情况及 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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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08,801,446 99.4041 7,845,784 0.595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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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627,487 99.9985 19,743 0.0015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公司章程修正案（三十）》及修正后的《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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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627,487 99.9985 19,743 0.001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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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王文京 1,308,881,272 99.4101 是

13.02 郭新平 1,300,957,695 98.8083 是

13.03 吴政平 1,311,148,537 99.5823 是

13.04 陈强兵 1,312,228,080 99.6643 是

14、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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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张为国 1,311,821,836 99.6335 是

14.02 周剑 1,312,553,466 99.6890 是

14.03 王丰 1,312,553,466 99.6890 是

15、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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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章珂 1,313,351,999 99.7497 是

15.02 高志勇 1,309,187,126 99.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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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 2019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64,274,202 99.9693 19,743 0.0307 0 0.0000

5
《公司 2019 年度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64,274,202 99.9693 19,743 0.0307 0 0.0000

6 《公司 2019 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 64,160,402 99.7923 19,743 0.0307 113,800 0.177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 11、12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 13 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征、王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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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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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 年 5 月 7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5 月 7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1 68 弄 7 号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 年 5 月 7 日
至 2020 年 5 月 7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

2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至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 √

3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
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议案 √

4 关于分拆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有利
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

6 关于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
力的议案 √

7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上海礼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在创业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1,2,3,4,5,6,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3,4,5,6,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郑安政、陈克川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
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
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
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39 安正时尚 2020/4/2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参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

效证件 或证明；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
委托书。（详见附件 1）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人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 1）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
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
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
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

2.出席会议登记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168 弄 7 号楼）。
4. 股东可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传真或

信 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电话。
六、其他事项
1.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 联系人：杜元佳 电话：0573-87268790
特此公告。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贵

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2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至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

3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
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议案

4 关于分拆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有利
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6 关于上海礼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
力的议案

7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上海礼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在创业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
行表决。

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118800 2020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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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 �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 2020-027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股票简称 :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 2020-028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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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以书面议案方
式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以书面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章培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监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3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公司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简历
章培林先生，1964 年 10 月出生，管理工程硕士。 2001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副

总经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执行总裁等职务。

证券代码：603839 证券简称：安正时尚 公告编号：2020-048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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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原预计披露日期：2020 年 4 月 29 日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后的披露日期：2020 年 6 月 19 日
一、审议程序情况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议
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影响，
公司聘请的 2019 年年度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程
序尚未完成，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时间披露 2019 年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为确
保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
计年度报告。

二、延期披露说明
（一）无法按时披露的原因
公司部分项目公司地处湖北省，占项目公司总数的 22.73%，属于此次疫情的严

重地区，由于湖北地区复产复工时间较晚，此部分项目无法正常推进审计工作。 同
时，受疫情影响，公司分布于全国的各子公司需遵循当地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及复
工复产安排， 部分疫情严重地区项目的现场盘点核查及现场资产评估工作受到一
定的影响，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询证函工作进展缓慢，因此公司整体 2019 年年度
审计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导致公司无法按原定日期披露经审计的 2019 年年度
报告。

（二）受疫情影响事项及程度
根据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地处湖北省有

10 家项目公司及 12 个工程项目，占项目公司总数的 22.73%，其实现收入 29,431.53
万元，占公司总收入的 19.77%，净资产占公司净资产的 22.69%，主要项目公司分布
在湖北大冶、湖北黄石、湖北石首、湖北利川等地。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
型

截至 2019年 6
月 30日净资
产（未审计数

据）

营业收入
（未审计数

据）
地址

博华（黄石）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PPP 5,822.82 946.05 湖北省黄石
黄石市博浩水务有限公司 PPP 5.00 湖北省黄石
大冶博创水务有限公司 PPP 9,999.67 1,600.90 湖北省大冶
大冶博泰水务有限公司 PPP 4,663.28 1,229.01 湖北省大冶
大冶博瑞水务有限公司 PPP 6,877.3 湖北省大冶
大冶博润水务有限公司 PPP 9,443.33 2,247.63 湖北省大冶
大冶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PPP 3,834.07 156.04 湖北省大冶
利川市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PPP 7,750.32 3,784.48 湖北省利川

潜江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PPP 1,428.67 369.94 湖北省潜江
石首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PPP 5,004.52 2,162.25 湖北省石首
湖北天蓝绿地技术服务项目 EPC 442.77 湖北省仙桃
湖北汇信昱荣检测项目 EPC 7.22 湖北省武汉
襄阳唐城生态水处理工程 EPC 38.45 湖北省襄阳
大冶市茗山乡污水治理二三级管网工程项
目 EPC 5,775.27 湖北省大冶

大冶市陈贵镇污水治理二三级管网工程项
目 EPC 5,041.14 湖北省大冶

大冶市灵乡镇污水治理二三级管网工程项
目 EPC 3,962.96 湖北省大冶

大冶市还地桥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改造项目 EPC 442.39 湖北省大冶
大冶市金牛镇十八家等五处管网改造工程
（新街北段） EPC 425.85 湖北省大冶

阳新县富池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EPC 406.58 湖北省黄石
汪仁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施工（二次） EPC 107.76 湖北省黄石
大冶市乡镇（金牛）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EPC 81.07 湖北省大冶
黄石市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项目 EPC 203.77 湖北省黄石

合计 54,828.99 29,431.53
公司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合并数据 241,669.54 148,877.85

占比 22.69% 19.77%
由于疫情期间湖北地区实行严格的防控措施,以及外地返城人员受当地疫情防

控的限制，一般企业均延迟复工，公司员工无法到现场办公，因此造成公司部分财
务报表项目尚无法确定。 同时，全国疫情防控的要求也给现场核查和评估工作带来
了一定影响，目前部分项目的现场核查工作尚未开展。 具体影响事项包括：

1、基于公司整体工作安排，年审会计师未能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情况进行预
审。 年审会计师原计划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开始现场审计工作，受疫情的影响，年审
会计师自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通过网络远程开展审计工作，2020 年 3 月 9 日起才进
入公司北京总部开始现场审计，现场工作比原计划延迟 30 余天。

2、年审会计师未能按计划完成对主要工程项目的现场盘点核查。 受全国疫情
管控影响，会计师出差进行现场核查受到一定限制，截止目前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
项目还未进行现场盘点核查，如湖北、湖南、安徽、山东、广州等地，影响公司在建工
程的确认。

3、受疫情影响，年审会计师无法按计划完成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银行存款、往
来款项函证等相关工作，影响公司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应付款项的确认。

4、对于存在有减值迹象的长期资产和商誉减值情况，公司聘请了资产评估公
司进行价值评估及商誉减值测试。 受疫情影响，评估师的现场核查等工作滞后，如
疫情严重地区湖北、河南省内的现场核查尚未开展，影响公司商誉、在建工程、无形
资产、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5、公司部分疫情严重区域工程项目的收入确认资料不齐全，尚需要进一步提

供；需要补充的资料需要在项目当地取得，受疫情管控影响，人员流动受到限制，无
法及时取得，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确认。

三、当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非财务部分的编制工作已形成初稿，正在审阅

修改过程中，包括公司业务概要、重要事项、股东情况、公司治理等部分；针对公司
2019� 年审计工作，年审会计师已实施了期末盘点工作，以及持续以远程方式实施
审计工作；目前已完成审计风险评估与审计计划阶段工作，控制测试及初步评价、
进一步审计程序，针对年报截止时点的分析性程序，并已发出大部分询证函。

四、应对措施及预计披露时间
（一）应对措施
1、对于需要现场盘点核查的工程项目，年审会计师在当地具备出差条件的情

况下，安排人员进行现场核查。
2、针对函证回函率较低的情况，公司和年审会计师将通过共享函证中心，由专

人催收函证，并对未回函的采取替代程序。
（二）预计披露时间
根据与公司的沟通情况， 年审会计师预计 5 月底完成现场审计工作，6 月中旬

前出具审计报告。
公司将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编制 2019 年年度报告，公司拟定 2019 年经

审计年度报告的披露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9 日。
五、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意见：疫情对公司的年度审计工

作造成了影响，公司申请延期的原因属实；我们预计 5 月底完成现场审计工作，6 月
中旬前出具审计报告。

六、上网公告附件
1、《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延期出具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度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0 日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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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以传真或

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赵笠钧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议案》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聘请的 2019 年年度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程序尚未完成，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时间披

露 2019 年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为确保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我们一
致同意本次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

公司拟将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8）。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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