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1 月 28 日 星期五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6622
证券代码：688127� � � � � 证券简称：蓝特光学 公告编号：2022-002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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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自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王晓明先生、张引生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026,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9995%。 本次权益变动
后，王晓明先生、张引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蓝山投资有限公司、王柳琳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为 31,082,593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7.7158%。

2022 年 1 月 27 日，公司收到王晓明先生、张引生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东减持比例累计达到
1%的通知，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 息 披 露
义务人

名称 王晓明 、张引生

住所 王晓明 ：浙江省杭州市 ***** 苑 **** 室
张引生 ：浙江省杭州市 **** 路 ** 号

权益变 动
时间

王晓明 ：2021/12/9-2021/12/29
张引生 ：2021/12/9-2022/1/27

权 益 变 动
明细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王晓明 大宗交易 2021/12/9-2021/12/29 人 民 币 普
通股 1,060,000 0.2631%

张引生

集中竞价 2021/12/30-2022/1/27 人 民 币 普
通股 86,600 0.0215%

大宗交易 2021/12/9-2021/12/29 人 民 币 普
通股 2,880,000 0.7149%

- 合计 - - 4,026,600 0.9995%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王晓明

持有股份 15,247,193 3.7849% 14,187,193 3.5217%

其中 ： 无 限售条
件股份 15,247,193 3.7849% 14,187,193 3.5217%

张引生

持有股份 11,910,000 2.9565% 8,943,400 2.2201%

其中 ： 无 限售条
件股份 11,910,000 2.9565% 8,943,400 2.2201%

蓝山投资有限 公
司

持有股份 5,680,000 1.4100% 5,680,000 1.4100%

其中 ： 无 限售条
件股份 5,680,000 1.4100% 5,680,000 1.4100%

王柳琳

持有股份 2,272,000 0.5640% 2,272,000 0.5640%

其中 ： 无 限售条
件股份 2,272,000 0.5640% 2,272,000 0.5640%

合计

持有股份 35,109,193 8.7154% 31,082,593 7.7158%

其中 ： 无 限售条
件股份 35,109,193 8.7154% 31,082,593 7.7158%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披露的《股东及

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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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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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14:50
（二）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 月 27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 月 27 日上午 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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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
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 月 27 日 9:15－15: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8 号 IFC 大厦 A 座 20 层 2002 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岱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列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4 人， 代表股份 313,809,51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92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80,728,97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772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1 人， 代表股份 33,080,54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54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9 人，代表股份 12,967,1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366％。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9 人，代表股份 12,967,179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66％。

（二）其他人员出席、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视频 / 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议案 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非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张岱先生、许磊先生、李伟先生、李晟先生、付刚

毅先生、殷旭东先生、陈宇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沈明明先生、孙春红先生（会计专
业人士）、边泓先生（会计专业人士）、刘京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议案
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张岱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02�《选举许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03�《选举李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04�《选举李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05�《选举付刚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06�《选举殷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07�《选举陈宇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08�《选举沈明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09�《选举孙春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10�《选举边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11�《选举刘京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二）议案 2.00�《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三）议案 3.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非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邓杰先生、 郭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3.01�《选举邓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02�《选举郭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议案 4.00�《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7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9％； 反对

4,7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3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4793％； 反对 4,73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5130％；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五）议案 5.00�《关于聘请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9,083,8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41％； 反对

4,72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56％；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241,47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5565％； 反对 4,72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4358％；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见证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科峰、马嘉毅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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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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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
（星期四）下午 15:30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址为北京市朝阳
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8 号 IFC 大厦 A 座 20 层 2002 室。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
表决的董事 11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张岱先生主持和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发出，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通知期限，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张岱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各委员会成员
构成分别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张岱（主任委员）、边泓、许磊、付刚毅、殷旭东
（二）审计委员会：孙春红（主任委员）、边泓、李伟
（三）提名委员会：沈明明（主任委员）、孙春红、陈宇波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边泓（主任委员）、刘京建、李晟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岱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伟先生、李晟先生、许磊先生、付刚毅先生、蒲炜先生、袁佳宁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伟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文心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方明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如下：
张岱，男，1972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通信专业高级工程师。
最近五年历任中电智云控股有限公司 CEO、 贵阳中电高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清镇中电贵云通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贵阳智云融合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中云数据（贵阳）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云时代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
事长、 长治市智云融和大数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山西中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贵州贵安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SinoCloud� Group� Limited 执行董事。 现任汉
喜普泰（贵阳）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心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天津百若克
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岱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现通过天津百若克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158,550,396 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伟，男，1963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十年军队财务、审计总部机关工作经历，参与多项国家、军队重大财务、审计事项，以及财

务、审计条例、制度建设工作，多次立功、受奖。 熟悉卫星、网络通信增值服务业务，在财务、审
计、投资、重组、上市及公司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2001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历
任双威教育集团副总裁、总裁、首席运营官等职务。 2014 年 5 月至 2020 年 2 月担任中电智云控
股有限公司总裁、SINO� CLOUD 集团总裁等职务。 2020 年 3 月至今担任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李伟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晟，男，1973 年 11 月出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1996 年 8 月至 2008 年 8 月，历任贵阳电信公司传输中心主任、维护部主任、市场部主任、

县公司总经理等；2008 年 8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贵州省电信号百分公司副总经理；2010 年 3 月
至 2020 年 3 月，历任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信息技术发展分公司总经理、贵州邮电规
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维护部主任、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 2020 年 3 月至今担任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晟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许磊，男，1980 年出生，大学本科。
2008 年至今，任吉林省高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1 年 7 月至今，任杭州远石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4 年 10 月至今， 任上海魔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
11 月至今，任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8 年 1 月至今，任杭州高升云智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许磊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股份 10,071,756 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付刚毅，男，1970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通信工程师。
2003 年 8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北京市电信规划设计院副院长；2007 年 11 月至 2010 年 7 月

任北京华瑞腾飞通信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子公司北京华麒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 年 3 月至今担任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付刚毅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股份
10,041,605 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蒲炜，男，1978 年出生，大学专科。
2007 年至 2013 年 10 月，任北京基调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 年 12 月起，任吉林省

高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11 月至今，任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蒲炜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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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 90,000 股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袁佳宁，男，1974 年出生，工学硕士。
2011 年至今，任上海游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2015 年 11 月至今，任上海游驰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2015 年 9 月至今， 任上海莹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2018
年 3 月至 2022 年 1 月，任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袁佳宁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
32,000,000 股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文心，女，1994 年出生，中国国籍。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学士，南开大学会计硕士。 2016-2018 年任职于鲁能集团；2019 年起就

职于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2020 年 12 月至今担任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李文心女士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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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方明，女，1973 年出生，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学士。
1993 年 7 月至 2003 年 11 月任北京新乐园大酒楼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3 年 12 月至 2013

年 6 月任北京鼎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下属两家子公司会计主任；2013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任北京鼎固鼎好实业有限公司及下属三家子公司稽核主任；2018 年 6 月至今任高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内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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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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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
（星期四）下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 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监事邓杰先生主持。 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以通讯方
式发出，本次会议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通知期限，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邓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邓杰

先生的简历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 号）。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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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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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新区蔡伦路 1690 号 5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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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1,355,5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1,35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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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2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2.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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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会议通知列明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公司按《公司章程》和
《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就会议通知列明事项以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网
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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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臧慧卿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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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41,437 99.9953 0 0.0000 14,070 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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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84,808,031 99.9834 0 0.0000 14,070 0.016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1 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

上审议通过，该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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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星 李晓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

《公司章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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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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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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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2 年 1 月 27 日 15:00。
3.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 月 2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2 年 1 月 2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7 日 9:15 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景山酒店一层会议室（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 31 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王晓成先生
公司董事长王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董事王晓成先生

担任本次会议的主持人。
7.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位股东。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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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3 人， 代表股份 1,447,038,98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7.692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8 人， 代表股份 1,424,923,53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6.50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22,115,44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874％
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 人， 代表股份 29,129,34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64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7 人， 代表股份 7,013,9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76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 人，代表股份 22,115,44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874％。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00� 关于调整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逐项表决。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粘建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46,810,089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99.9842%。
1.02.候选人：选举孙培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46,810,087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99.9842%。
1.03.候选人：选举王晓成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46,810,087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99.9842%。
1.04.候选人：选举范杰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446,810,089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99.98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粘建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900,4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99.2142%。
1.02.候选人：选举孙培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900,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99.2142%。
1.03.候选人：选举王晓成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900,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99.2142%。
1.04.候选人：选举范杰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900,4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99.2142%。
本议案获得通过，粘建军先生、孙培刚先生、王晓成先生、范杰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议案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6,983,8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2％；反对 55,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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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74,24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08％；反对 55,1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张新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刘云祥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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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收到职工董事、职工
监事的《辞职报告》，其中王晓成先生、冉令虎先生因工作变动提请辞去公司职工董事职务，杨
林女士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2022 年 1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王胡峰女士
（简历详见附件）为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选举李海军先生（简历
详见附件）为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

王胡峰女士、李海军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职工董事、职工监事任
职的资格和条件。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附件
职工董事简历
王胡峰，女，1981 年 3 月出生，汉族，中共预备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经济师。 现

任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职工董事。
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
2017.01-2018.01� � 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经理；
2018.01-2020.12� � 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20.12- 至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22.01- 至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王胡峰女士现就职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王胡峰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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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
职工监事简历
李海军，男，1980 年 7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鲁能新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党总支委员、总会计师、工会主席，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监事。

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
2017.01-2017.03� � 都城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综合部经理；
2017.04-2018.01� � 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财务资产部经理、副总师；
2018.01-2019.07� � 四川九寨鲁能生态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挂职）；
2019.08-2020.04� � 广东汕头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20.05-2021.02� � 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借用）；
2021.03-2021.11� � 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试用期 1

年）；
2021.12- 至今 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党总支委员、总会计师、工会主

席；
2022.01- 至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李海军先生现就职于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

李海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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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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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通知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由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下午以现场
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设在北京景山酒店一层会议室。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 ,实
到董事九名。其中，董事范杰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经过半数董事推选，会议由董
事粘建军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纪委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

粘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5）。

公司独立董事就选举公司董事长相关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王科先生
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系因其工作发生变动，与其个人申请辞职的原因一致。公司针对王科先生
辞职，及时开展了董事及董事长补选工作，王科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同意选举粘建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
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15）。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本议
案。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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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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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
况公布如下：

一、 补选董事长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收到王科先生的《辞职报告》，提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补选
了粘建军先生、孙培刚先生、王晓成先生和范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鉴于董事长辞职、董事
会成员发生调整，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粘建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粘
建军先生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二、 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鉴于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发生了调整，为保障董事会及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规范高效运作，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意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名单

战略委员会 粘建军 粘建军 、蔡红君 、孙培刚、王晓成、冯科

提名委员会 翟业虎 翟业虎 、粘建军 、孙培刚、冯科 、李书锋

审计委员会 李书锋 李书锋 、王晓成 、王胡峰、翟业虎、冯科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冯科 冯科、蔡红君、王晓成 、李书锋 、翟业虎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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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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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0,500.00 万元到 62,500.00 万

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将增加 14,890.99 万元到 16,890.99 万元， 同比增加
32.65%到 37.03%。

（2）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600.00 万元到 18,60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
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5,561.81 万元到 6,561.81 万元，同比增加 46.20%到 54.51%。

（3）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00.00 万元到 10,300.00 万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243.41 万元到增加 756.59 万元，同比减少 2.55%
到增加 7.93%。

（三）本次业绩预告情况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公司上年同期实现营业收入 45,609.01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038.19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43.41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和海外商业市场持续深耕行业大客户的策略凸显成效，实现了

收入的稳步增长。此外，公司国内教育市场业务布局响应政策导向，从客户角度出发，从产品研
发计划到销售方案迭代，更加贴合教育行业发展方向；加大客户服务力度，进行多维度的深度
服务，获得各级院校广泛认可，业绩增长迅速。

（2）报告期内，为满足持续创新和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积极引进优秀人才，持续加
强研发投入，多方位开展营销活动。 同时，为留住骨干员工，公司在本报告期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确认股份支付金额约 800 万元。 综上原因导致本报告期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较上
年同期均有大幅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减
缓。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本报告期，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影响额为 8,150.00 万元到 8,450.00 万元，主要系政

府补助及理财收益,� 而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2,494.77 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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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比亚迪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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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5 月 10

日及 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比亚迪半导体”）至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
拆”）的相关事项，并于其后向深交所提交了本次分拆的申请材料。 2021 年 6 月 29 日，本公司

收到深交所发出的《关于受理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1]283 号）。

根据深交所 2022 年 1 月 27 日公布的《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5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就比亚迪半导体拟于深交所创业板独立上市的申请的审议结果为：
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取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回函，确认本公司可根据《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5 项应用指引进行本次分拆及可获豁免向其现有股东
提供比亚迪半导体股份之保证配额。截至本公告之日，本次分拆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发行注册程序的决定，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