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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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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 2号 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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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7,40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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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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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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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出席 5人，GU QINGYANG（顾清扬）在境外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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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750,488 98.7083 5,530,558 1.2644 119,300 0.0273
2、 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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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721,188 98.7016 5,559,858 1.2711 119,300 0.0273
3、 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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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14,188 98.7228 5,466,858 1.2498 119,300 0.0274
4、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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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753,288 98.7089 5,527,758 1.2637 119,300 0.0274
5、 议案名称：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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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68,988 98.7354 5,531,358 1.2646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2020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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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781,688 98.7154 5,499,358 1.2572 119,300 0.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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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87,097,450 94.4977 5,071,358 5.5023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及支付 2020 年度审计报
酬的议案；

87,010,150 94.4030 5,039,358 5.4675 119,300 0.129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章程的规定，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温定雄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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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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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 61 号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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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82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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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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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再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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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刘东出席；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境内外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申请融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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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30,898 99.7952 298,700 0.204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对下属全资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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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07,698 99.7793 321,900 0.220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对外投资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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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27,538 99.7929 302,060 0.2071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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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向境内外金融机构
或其他主体申请融资的
议案

1,326,956 81.6259 298,700 18.3741 0 0.0000

2 关于对下属全资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1,303,756 80.1988 321,900 19.8012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具体办理对外投
资事项的议案

1,323,596 81.4192 302,060 18.5808 0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曲惠清、薛天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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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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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暨选举公司

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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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6 月 17 日，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专人递送的方式向公司全

体监事送达了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2021年 6月 23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公司监事王祥能先生、李刚先生、

曹震宇先生、张怀锐先生、苑春阳先生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王祥能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填写表决书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监事王祥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

计算，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王祥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简历
王祥能，男，1964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事务

管理局基建处会计，国家农业投资公司资金财务部会计、财务会计部业务主管，国家测绘局中测审计
事务所副所长、主任会计师、所长（正处级），中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奥迪特会计师事务所注
册会计师、北京中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财务部经理，北京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正职待遇），北
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正职待遇），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北京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企业专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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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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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 17日， 公司以专人递送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全体监事送达了第七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2021年 6月 23日，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耿养谋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填写表决书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耿养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根据《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经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选举各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耿养谋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金生祥先生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金生祥先生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心福先生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兼总会计师，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经公司总经理金生祥先生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金鑫先生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经公司总经理金生祥先生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赵剑波先生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经公司总经理金生祥先生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奇先生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经公司总经理金生祥先生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樊俊杰先生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耿养谋先生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樊俊杰先生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溯先生为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经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工作的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制定的《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工作方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与深圳京能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任启贵、孙永兴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经审议，通过《关于发布＜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银行间债券市

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信息披露表格体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文件内
容， 制定的《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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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内蒙古

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与深圳京能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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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保障公司下属企业资金需求，保证资金链的安全，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欣发电”）向深圳京能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京能租赁”）办理不超过 3 亿元融资租赁业务。 本次融资租赁年综合利率
（含手续费）不高于一年期 LPR加 90BP。

● 过去 12个月内，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山西京
能吕临发电有限公司与深圳京能租赁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 5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 本次融资租
赁年综合利率不超过 5年期以上 LPR减 50BP。

● 过去 12 个月内，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向
北京京能源深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不超过 13亿元融资租赁业务。 其中，京玉发电与北京源深租赁
办理总额不超过 3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本次融资租赁年综合利率（含手续费）不高于 1 年期 LPR
加 25BP。 京宁热电与北京源深租赁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本次融资租赁年
综合不含税利率（含手续费）不高于 5 年期以上 LPR 减 55BP。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京欣发电以所拥有的部分机器设备作为租赁标的物，采取售后回租的方式，根据实际用款需求向

深圳京能租赁办理总额不超过 3亿元融资租赁业务。 本次融资租赁年综合利率（含手续费）不高于一
年期 LPR加 90BP。

因公司与深圳京能租赁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 本次公司子公司京欣发电与深圳京能租赁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属于关联交
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凯
注册资本:100,758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

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融资租赁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公司成立日期:2014年 5月 5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租赁实际控制人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与深圳京能租赁为关联法人。
3、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经审计的期末资产总额 337,089.22 万元、净资产 126,436.37 万元；营业收入 12,916.61 万

元，净利润 6,185.72万元。
2021年一季度未审计期末资产总额 341,242.33万元、净资产 127,768.11 万元；营业收入 3,792.69

万元，净利润 1,331.58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参与本次融资租赁的京欣发电作为承租人主体, 将其所拥有的部分设备资产出售给深圳京能租

赁，然后回租使用，租期结束后，京欣发电按对应提款次数，以每次 1.06 万元人民币购回上述租赁设
备所有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租赁物：京欣发电部分机器设备
2、融资金额：不超过 3亿元（总金额）
3、融资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京欣发电将其拥有的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深圳京能租赁，京欣发电将继续对租赁物保留占有、使

用权利。
在京欣发电付清租金等款项后，上述租赁物由京欣发电按对应提款次数，以每次 1.06 万元人民

币购回所有权。
4、租赁期限：3年（租赁期限以实际租赁天数为准）

5、租赁担保：无
6、租金及支付方式：
租金由租赁本金与租赁利息构成，其中，租赁本金为本次融资租赁购买租赁物价款总金额不超过

3亿元，租赁年综合利率（含手续费）不高于一年期 LPR加 90BP。
7、租赁手续费：不超过 230万元。
8、购回条件：租赁期满后，京欣发电按对应提款次数，以每次 1.06万元人民币购回融资标的物。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方案符合国有企业融资的相关法律规定。 有利于保障公司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及

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拓宽融资渠道，为其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

限公司与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关联董事任启贵、孙永兴回避表决，
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赵洁、刘洪跃、崔洪明事先认可，同意该议案提交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赵洁、刘洪跃、崔洪明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拟向深圳京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不超过

3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是为了为保障公司下属子公司资金需求，保证其资金链的安全。 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京能双欣发电有限公司与深圳京能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同意实施。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京能电力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京能电力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京能电力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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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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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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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公司董事长耿养谋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樊俊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樊俊杰先生的个人简历进行认真审查后， 对聘任樊俊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二、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李溯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李溯先生能够胜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同意聘任。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董事会秘书简历：
樊俊杰，男，1970年 5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处秘书、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证券部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处主任、副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北京京
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现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溯，男，1983年 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助理工程师。 历任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证券分析师，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主管、副主任。 现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与资本运营部（董事会办公室）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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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七届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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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工会法》、《企业民主管理规定》及《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张怀锐先生、苑春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张怀锐先生、苑春阳先生将与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第七届监事会，并按照《公司法》与《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和履
行职责。

张怀锐先生、苑春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第七届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张怀锐：男， 1973年 2月出生， 党员，本科学历,政工师。历任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

检监察处处长；党群工作部组织处处长；党群工作部副部长、部长；党委组织处处长、党委综合处处长；
工会临时负责人。 现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2、苑春阳：男，1971年 6月出生，党员，本科学历，高级记者、高级政工师。 历任北京延庆县广播电
视局记者编辑；北京人口和计划生育宣教中心音像节目制作科副科长；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
息统计部、党群工作部新闻媒体处处长、党委宣传部高级主管。 现任京能秦皇岛热电有限公司纪委书
记、工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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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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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选举各委员会成员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投资委员会、 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三个
专业委员会，各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委员会由董事长耿养谋先生、董事金生祥先生、任启贵先生、张晓栋先生及独立董事赵
洁女士担任委员，其中由董事长耿养谋先生担任战略投资委员会主任职务。

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刘洪跃先生、崔洪明先生和董事孙永兴先生担任委员。其
中独立董事刘洪跃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赵洁女士、刘洪跃先生、董事任启贵先生担任委员，其中由独立董
事赵洁女士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职务。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
（1）战略投资委员会成员简历：
1、耿养谋，男，1962年 10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北京

矿务局大台煤矿采五副段长、副总工程师、矿长，北京矿务局副局长，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
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金生祥，男，1974年 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华北电力科学院有限责任公
司汽轮机研究所基建调试项目调总、副所长，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部经理，北京
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正职待遇），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电力生产经营部副主
任、主任，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主任，现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董事、总经理。

3、任启贵，男，1962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农业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能源动力所工程师，北京市能源投资公司干部，北京市能源投资公司信息部经理、投资部经
理兼信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北京京能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京
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北京华源热力管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书
记、总经理、执行董事，现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企业专职董事。

4、张晓栋，男，1991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 历任山西国峰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准备部、发电部副机长，晋能桃园项目筹备处主责，山西国峰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
主责、经营部主管，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计划经营管理，山西国金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现任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

5、赵洁，女，1956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 历任华北电
力设计院助理工程师、副科长、副处长、设总、副总、副院长，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院长，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国电华北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长，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能源建设股份公司党
委常委、副总经理。 现已退休。

（2）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简历：
1、刘洪跃，男，1963年 2月出生，九三学社成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 历任北京金晨会

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国富浩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现任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2、崔洪明，男，1957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原石嘴山矿务局二矿技术员、设
计室主任、调度室主任、总工程师；矿务局副总工程师；宁煤集团总工程师；神华宁煤集团总工程师；神
华集团总工办主任；神华集团产权管理局专职董事。 现已退休。

3、孙永兴，男，1966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石景山发电总厂检修二
处锅炉队技术员、生产技术科锅炉专工，石景山热电厂技术工程部锅炉专工，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生
产技术处锅炉专工，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检修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电
设备检修分公司生产技术处处长，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总工程师，北京国际电力开
发投资公司电力投资部项目经理，宁夏水洞沟电厂筹建处副主任（主持工作），宁夏京能宁东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京能（赤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
全与科技环保部副主任。 现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企业专职董事。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简历
赵洁、刘洪跃及任启贵简历详见前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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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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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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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30,62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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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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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耿养谋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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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出席 6 人，董事王晓辉，独立董事孙志鸿、陆超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2 人，监事斯萍君、王卫平，职工代表监事武秋林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樊俊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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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8,674,337 99.9653 1,915,400 0.0340 38,100 0.0007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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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8,712,437 99.9659 1,915,400 0.034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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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8,674,337 99.9653 1,915,400 0.0340 38,100 0.0007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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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8,712,437 99.9659 1,850,300 0.0328 65,100 0.0013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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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9,113,537 99.9731 1,449,200 0.0257 65,100 0.0012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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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628,712,437 99.9659 1,850,300 0.0328 65,100 0.0013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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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176,223 99.8320 1,888,400 0.1623 65,100 0.0057
8、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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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8,727,437 99.9662 1,835,300 0.0325 65,100 0.0013
9、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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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5,628,672,037 99.9652 1,890,700 0.0335 65,100 0.0013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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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4,261,034 99.8869 6,366,803 0.113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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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4,477,034 99.8907 6,085,703 0.1080 65,100 0.0013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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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8,666,337 99.9651 1,961,500 0.0349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山西京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与北京京能源深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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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161,176,223 99.8320 1,953,500 0.168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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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关于选举耿养谋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627,851,998 99.9507 是

14.02 关于选举金生祥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627,761,885 99.9491 是

14.03 关于选举任启贵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627,761,883 99.9491 是

14.04 关于选举孙永兴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627,761,883 99.9491 是

14.05 关于选举王晓辉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627,761,883 99.9491 是

14.06 关于选举张晓栋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5,627,761,883 99.9491 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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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关于选举赵洁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627,806,906 99.9499 是

15.02 关于选举崔洪明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627,761,878 99.9491 是

15.03 关于选举刘洪跃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627,761,877 99.9491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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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关于选举王祥能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5,627,846,908 99.9506 是

16.02 关于选举李刚为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5,627,761,878 99.9491 是

16.03 关于选举曹震宇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5,627,786,877 99.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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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305,057,586 99.3637 1,915,400 0.6238 38,100 0.0125

2 公司 2020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305,095,686 99.3761 1,915,400 0.6239 0 0.0000

3 公司 2020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 305,057,586 99.3637 1,915,400 0.6238 38,100 0.0125

4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决算的议案 305,095,686 99.3761 1,850,300 0.6026 65,100 0.0213

5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305,496,786 99.5067 1,449,200 0.4720 65,100 0.0213

6
关于公司 2020 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305,095,686 99.3761 1,850,300 0.6026 65,100 0.0213

7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305,057,586 99.3637 1,888,400 0.6150 65,100 0.0213

8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
三年（2020 年—2022
年） 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305,110,686 99.3809 1,835,300 0.5977 65,100 0.0214

9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305,055,286 99.3629 1,890,700 0.6158 65,100 0.0213

10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额度的议
案

300,644,283 97.9261 6,366,803 2.0739 0 0.0000

11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的议案

300,860,283 97.9965 6,085,703 1.9822 65,100 0.0213

12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305,049,586 99.3610 1,961,500 0.6390 0 0.0000

13

关于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山西京玉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内
蒙古京宁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与北京京
能源深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的议案

305,057,586 99.3637 1,953,500 0.6363 0 0.0000

14.01
关于选举耿养谋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304,235,247 99.0958

14.02
关于选举金生祥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304,145,134 99.0664

14.03
关于选举任启贵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304,145,132 99.0664

14.04
关于选举孙永兴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304,145,132 99.0664

14.05
关于选举王晓辉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304,145,132 99.0664

14.06
关于选举张晓栋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304,145,132 99.0664

15.01
关于选举赵洁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304,190,155 99.0811

15.02
关于选举崔洪明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304,145,127 99.0664

15.03
关于选举刘洪跃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304,145,126 99.0664

16.01
关于选举王祥能为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304,230,157 99.0941

16.02
关于选举李刚为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
事的议案

304,145,127 99.0664

16.03
关于选举曹震宇为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304,170,126 99.074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其中议案 8、议案 9 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7、议案 13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北京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云锋、贺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京能电力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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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聘任公司总经理
及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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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董事耿养谋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二、聘任公司总经理
经公司董事长耿养谋先生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金生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金生祥先生的个人简历进行认真审查后， 对聘任金生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三、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总经理金生祥先生提名，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李心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

总会计师,聘任王金鑫先生、赵剑波先生、张奇先生、樊俊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任期自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李心福先生、王金鑫先生、赵剑波先生、张奇先生、樊俊杰先生的个人简历进行认
真审查后，对聘任李心福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聘任王金鑫先生、赵剑波先生、张奇先
生、樊俊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
日公告。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简历
（1） 董事长简历：
耿养谋，男，1962年 10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北京矿

务局大台煤矿采五副段长、副总工程师、矿长，北京矿务局副局长，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 总经理简历：
金生祥，男，1974年 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华北电力科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汽轮机研究所基建调试项目调总、副所长，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部经理，北京京
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正职待遇），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电力生产经营部副主任、
主任，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主任。 现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

（3）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李心福，男，1972年 9月出生，博士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历任北京京苑实业公司财务部会计、

财务部副主任（副科）；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财务处主任会计师（正科）、副处长、副主任、主任；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部综合处副处长（正处级）；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北京
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2、王金鑫，男，1966年 10月出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北京矿务局电厂筹备处
锅炉车间副主任；北京矿务局煤矸石热电厂热机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厂长；北京昊煜工贸公司副总经
理、热电厂厂长、水泥厂厂长、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昊煜工贸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京煤集团总经理助理，京海发电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二期筹备组组长；河南京煤滑州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京煤集团总法律顾问、京海发电公司董事。 现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赵剑波，男，1968年 2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山西电建四公司锅炉工地副主任工
程师、安装分公司副经理；山西电建四公司漳山电厂项目经理部副经理；山西电建四公司兆光工程项
目经理部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代部长、工程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兼工程部部长、总工程师；内蒙古京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北京京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北京京西燃气热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北京京西燃气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兼北京京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现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张奇，男，1965年 3月出生，大学本科，正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历任山西神头第二发电厂
汽机部检修专责工程师、副经理、经理；山西神头第二发电厂二期工程设备管理准备部主任、设备管理
部主任；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建设部部长；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工程师、副总经理；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现任北京京能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5、樊俊杰，男，1970年 5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秘书、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证券部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处主任、副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北京
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现任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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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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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 号 3 幢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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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118,43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3,11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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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9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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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熊慧女士出席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熊慧女士

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
方法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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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出席 2人，董事熊钧、高泽、林雷、陶钧，独立董事袁学伟、赵贵英、徐伟建

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刘绍林、沈洁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3、 董事会秘书郭妮妮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类型以及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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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8,435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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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8,435 100 0 0 0 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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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
案 2,165,042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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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庞景、张灵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