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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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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

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
东路 800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选举杨翠玉女士、冯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杨翠玉女士和冯辉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杨翠玉女士与冯辉女士将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1 名非职工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任职资格。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附件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杨翠玉，女，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02� 年加入本公司，先后担任

信息管理部应用与系统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信息管理部需求与项目管理部总经理
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翠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杨翠玉女士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
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

冯辉，女，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工业与
民用建筑专业。 2006�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经营审计部副总经理、总裁办公室副
主任、审批办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冯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冯辉女士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作为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事宜，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审阅了本次董事会会议相关
材料，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具备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聘
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聘任胡佳佳女士为公司总裁；林晓东女士、张玉虎先生、涂珂先

生为公司副总裁；胡周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财务总监；李丽琼女士
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议的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事宜。 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审议、表决程序合法，相关的议案内容符合公司
发展实际，会议达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张纯 、沈福俊 、郑俊豪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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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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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00
2、网络投票：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2 日

9：15 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胡佳佳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人， 代表股份

1,498,612,6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6463� %。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1,498,412,66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9.638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199,99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0080%。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1,126,292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448� %。

（4）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君
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出《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发出《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发出《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
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
审议，会议采取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498,466,1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2�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498,466,1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2�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498,466,1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2�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498,466,1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2�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979,76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6.99050�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095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79,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9905�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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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979,76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6.99050�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095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79,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9905�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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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498,466,1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2�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79,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9905�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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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1,498,466,1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2�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79,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9905�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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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498,466,1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2�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79,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9905�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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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同意 1,498,466,1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2�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79,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9905�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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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授信规模的议案》
同意 1,498,466,1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2� %；反对 146,5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1,498,461,2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0� %；反对 151,39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同意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表决，选举胡佳佳女士、张玉虎先生、林晓东女

士、刘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选举张纯女士、沈福俊先生、郑俊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胡佳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498,417,5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8%�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302�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31,1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75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2455� %。

胡佳佳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选举张玉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498,417,5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8%�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302�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31,1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75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2455� %。

张玉虎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 选举林晓东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498,417,5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8%�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302�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31,1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75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2455� %。

林晓东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 选举刘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498,417,5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8%�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302�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31,1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75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2455� %。

刘岩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 选举张纯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498,417,5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8%�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302�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31,1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75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2455� %。

张纯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 选举沈福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498,417,5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8%�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302�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31,1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75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2455� %。

沈福俊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 选举郑俊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498,417,5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8%�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302� %。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31,1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755�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32455� %。

郑俊豪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表决，选举蒋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意 1,498,417,5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8%�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95,125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12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302� %。

蒋勤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 2019 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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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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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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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

方式向董事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
事 7 人，胡佳佳、林晓东、张玉虎、刘岩、张纯、沈福俊、郑俊豪参加了本次会议。 公司
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胡佳佳女士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表决，会议一致通过
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佳佳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任命主任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任命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
下，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均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委员会 委员 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 郑俊豪，胡佳佳，沈福俊 郑俊豪

审计委员会 张纯，郑俊豪，胡佳佳 张纯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沈福俊，张纯，胡佳佳 沈福俊

战略委员会 胡佳佳，张玉虎，刘岩 胡佳佳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
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总裁的议

案》。 同意聘任胡佳佳女士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晓东女士、张玉虎先生、涂珂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聘
任胡周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财务总监。 胡周斌先生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相关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 800 号
联系电话：021-38119999
传真：021-68183939
电子邮箱：corporate@metersbonwe.com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

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丽琼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附件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简历

张纯，女，1963 年 12 月 17 日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学历，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
学专业教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张纯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张纯女士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

沈福俊：男，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兼职律师。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兼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
上海市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2017
年 3 月 24 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福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沈福俊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
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

郑俊豪：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长江商学院 DBA。 现任裕福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2017 年 03 月 24 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俊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郑俊豪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
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胡佳佳， 女，1986 年 8 月 31 日出生，2010 年毕业于阿斯顿大学市场营销专业，
2011 年取得伦敦马兰戈尼学院时尚营销硕士学位，2011 年至今，在公司曾任职于总
裁办公室、Metersbonwe� 鞋类开发营运部、品牌营销部、战略发展部。 现任公司董事
长、总裁。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成建先生与本公
司股东胡佳佳女士系父女关系，与本公司现任董事、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财务总
监胡周斌先生系姐弟关系。截止股东大会召开，胡佳佳女士持有 225,000,000 股公司
股票，占比 8.96%。

胡佳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张玉虎，男 ，1982 年 10 月 24 日出生，2011 年任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 ME&CITY 男装品牌部总监；2015 年至今，任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ME&CITY 营运总监。 2020 年 3 月至今，任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玉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张玉虎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林晓东，女，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00 年加入本公司，曾任职于公
司 Metersbonwe 品牌华东区零售管理部、Metersbonwe 品牌摇滚品类部、Metersbonwe
品牌男装产品开发企划部、Metersbonwe 品牌营销企划与商品运营管理部。 现任
Metersbonwe 品牌总裁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晓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林晓东女士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涂珂，男，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1998 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曾任

中国光大银行重庆分行信贷经理、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信贷审批经理，2007 年加入本
公司，历任公司监事长、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涂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涂珂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

胡周斌，男，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2011 年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2012 年获
得英国金士顿大学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阿里巴巴集团天猫事业部、 美邦服饰市场
部、上海笔尔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财务总
监。 胡周斌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周成建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董事长胡佳佳女士为姐弟关系。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胡周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胡周斌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李丽琼：女，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专业。
2008�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法律事务部主管、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助理，法律事务
部业务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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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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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

向监事发出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康桥东路 800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冯辉、
蒋勤和杨翠玉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由监事冯辉女士主持，经出席会议的监事签署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同意选举冯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相关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
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附件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冯辉，女，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工业与
民用建筑专业。 2006�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经营审计部副总经理、总裁办公室副
主任、审批办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冯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冯辉女士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翁伟武先生，实际控制人之一翁伟嘉先生的通知，获悉翁伟武先生将其所持

有的部分质押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业务，翁伟嘉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质押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见注 4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原质押
开始日期

展期后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翁伟武 是
24,960,000

见注 1 43.19% 12.82% 见注
2

否 2017.5.23 2021.5.2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个人融资

2,740,000 4.74% 1.41% 是 2020.5.21 2021.5.21 补充质押

翁伟嘉 非第一大股东，
是一致行动人

6,499,900 37.20% 3.34%

见注
3

否 2017.11.30

2020.11.27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
公司（曾用名为“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个人融资

1,000,000 5.72% 0.51% 否 2018.2.5

1,000,000 5.72% 0.51% 否 2018.6.1

580,000 3.32% 0.30% 否 2018.6.19

1,000,000 5.72% 0.51% 否 2018.6.22

注 1：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披露了《2017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7-069），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6 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一翁伟武先生原质押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15,600,000 股股票转增后为 24,960,000 股。

注 2：翁伟武先生系公司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股份 57,79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68%，其中高管锁定股 43,344,000 股。
注 3：翁伟嘉先生系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股份 17,47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7%，其中已质押股份中高管锁定股数量 8,904,000 股，占已质押股份

的 88.33%。
注 4：比例以公司 2020 年 5 月 21 日股本 194,725,403 股计算。
上述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 2017 年 12 月 2 日、 2018 年 2 月 7 日、2018 年 6 月 5 日、2018 年 6 月 21 日、2018 年 6 月 26 日、2018 年 8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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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翁伟武 57,792,000 29.68% 39,320,800 68.04% 20.19% 36,340,800 92.42% 7,003,200 37.91%
翁伟炜 27,552,000 14.15% 12,600,000 45.73% 6.47% 0 0% 0 0%
翁伟嘉 17,472,000 8.97% 10,079,900 57.69% 5.18% 8,904,000 88.33% 4,200,000 56.82%
翁伟博 14,112,000 7.25% 8,200,000 58.11% 4.21% 0 0% 0 0%
蔡沛侬 13,440,000 6.90% 9,205,700 68.49% 4.73% 0 0% 0 0%
柯丽婉 4,032,000 2.07% 0 0.00% 0.00% 0 0% 3,024,000 75.00%
许雪妮 400 0.0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34,400,400 69.02% 79,406,400 59.08% 40.78% 45,244,800 56.98% 14,227,200 25.87%

注：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是翁伟武先生和翁伟嘉先生对前期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用于满足个人融资需求，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627.65�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9.55%，占

公司总股本的 13.49%，对应融资余额 12,020.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7,940.64�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9.08%，占公司总
股本的 40.78%，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33,320.00 万元。翁伟武先生和翁伟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翁伟炜先生、翁伟博先生、蔡沛侬女士、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翁伟武先生和翁伟嘉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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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0-075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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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并购重组委”）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会议具体时间以中国证监会官网公告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江丰电子，股票代码：300666）将在并购重

组委工作会议召开当天停牌。 具体时间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