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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范意见>的通知》要求，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次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

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

益。股东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咨询时，应在会议开始后的 15分

钟内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并填写发言申请表。股东大会秘书处将按股东

发言登记时间先后，安排股东发言。 

四、股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其姓名和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为了保证会议的

高效率，每一股东发言应简洁明了，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股东大会的主

要议题，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 5分钟。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在所

有股东的问题提出后统一进行回答。 

五、根据公司《章程》六十二条规定： 

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度。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应分别进行选举，以

保证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所占比例。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的选举均适用

以下规定： 

 股东大会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有

的股份数乘以应选董事人数的乘积。 

 股东大会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时，股东可以集中行使表决权，将其拥

有的全部表决权集中投给某一位或几位董事候选人；也可将其拥有的表决权

分别投给全部应选董事候选人 

 每位投票人所投选的候选人数不能超过应选人数。 

 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个董事候选人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部

表决权时，该股东投票无效；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个董事候选人行使的表决

权总数少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时，该股东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

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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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候选人以其得票总数由高往低排列，位次在本次应选董事人数之前

（含本数）的董事候选人当选。 

 两名或两名以上候选人得票总数相同，且该得票总数在拟当选人中最少，

如其全部当选将导致当选人数超过应选人数的，该次股东大会应就上述得票

总数相同的董事候选人按规定程序进行再次选举。再次选举应以实际缺额为

基数实行累积投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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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2月 3日下午 2点 

现场会议地点：杭州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号 B座公司会议室 

现场会议出席人员：公司股东、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其他高管、见证律师等 

 

13：50  到会签名 

14：00  会议正式开始，主持人宣读会议须知，宣布会议议程 

14：10  审议《关于云汉投资向蚂蚁金服转让其持有的恒生智能集成公司股

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14：15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4：20  审议《关于选举刘曙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4：30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4：50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5：00  股东代表发言，公司高管发言 

15：20  发放表决选举票，统计表决结果，宣读表决结果 

15：40  宣读会议决议 

15：50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6：00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恒生电子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6 

议案一： 

 

关于云汉投资向蚂蚁金服转让其持有的恒生智能集成公司股权的 

关联交易议案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恒生电子”）于

2015 年 3 月 4 日经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恒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核心员工入股“创新业务子公司”投资与管理办法》（2015 版）（以下简称

“投资与管理办法”），希望通过核心员工和公司的共同投资,给尚处于起步阶段

或需要更大投入的创新业务注入活力，激发创业激情，共同成长与分享，共享利

益，共担风险。 

现员工持股平台宁波云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汉

投资”）拟转让其在杭州恒生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集成公司”）

的人民币 2,400 万元的全部股权于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蚂蚁金服”），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 16,500 万元。 

上述交易完成后，智能集成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转让前与转让后的对

比）： 

转让前 转让后 

股东 认缴注册资

本(人民币) 

股权占比 股东 认缴注册资

本(人民币) 

股权占比 

云汉投资 2,400 万 100% 蚂蚁金服 2,400 万 100% 

总计 2,400 万 100% 总计 2,400 万 1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蕾 

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新座 5 幢 802 室 

营业执照号码：330106000060708 

公司介绍：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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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52,608,513 元。蚂蚁金服

旗下有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宝、蚂蚁花呗、芝麻信用、蚂蚁金融云、

蚂蚁达客等子业务板块。 

关联关系：蚂蚁金服间接持有本公司 20.72%股权，蚂蚁金服构成恒生电子的关

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智能集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00 万元，云汉投资系单一股东，注册

资本已全部实缴到位。2015 年度，智能集成公司营业收入为 0 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23,567,610.05 元，净损失为人民币 24,211.79 元。截止目前，智能集成公司

持有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7.0685%股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交易内容：  

（1）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a)云汉投资将其持有的智能集成公司人民币 2,400 万元注册资本（即智能集成

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蚂蚁金服。 

b)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 16，500 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货币，

转让价款的交割时间由云汉投资与蚂蚁金服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c)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5 年 12 月 31 日]。 

2、定价依据：本次交易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智能集成公司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根据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6〕【8】号，智能集成

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159,841,291.61 元，双方协商后确定本次

交易价格为 16，500 万元。本次交易的定价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五、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云汉投资与蚂蚁金服有关智能集成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使员工持股平台前

期投资的部分项目有了部分投资收益回报，体现了公司与员工共同成长与分享的

理念，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业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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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与管理办法，由于恒生电子在回购员工持股平台的股份时是以固定

收益的形式体现，因此，预计本次交易未来对恒生电子不构成重大影响。 

 

 

提案人：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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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恒生电子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及时建立和规范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保证公司正常、健康的运作，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第五届董事会提名井贤栋、韩歆毅、袁雷鸣、高俊国、彭政纲、蒋建圣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现提请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候选人一、井贤栋，男，1972 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学士，明尼苏

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 MBA。井先生具有丰富的大型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财务

管理经验。主要工作经历： 2004 年至 2006 年，任广州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CFO；2007 年至 2009 年，任阿里巴巴（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深财务总监、

财务副总裁；2009 年至 2014 年，任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CFO；2014

年至 2015 年，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2015 年至今，

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候选人二、韩歆毅，男，1977 年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学士、

经济学硕士。韩先生具有丰富的兼并收购、投资管理、融资经验。主要工作经历：

2001 年至 2011 年，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2011 年至

2014 年，任阿里巴巴集团资深总监；2014 年至今，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候选人三、袁雷鸣，男，1976 年出生，湖南大学工业自动化学士，北京大

学法律硕士。袁先生具有丰富的法律和金融管理经验。主要工作经历：2004 年

至 2005 年，任中国银联法律顾问；2005 年至 2007 年，任支付宝（中国）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法务专员；2011 年至 2015 年，任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5 年至今，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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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四、高俊国，男，1973 年出生，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学

士，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硕士。高先生具有丰富的国有大型银行应用软件

研发、项目管理、运维支持等经验。主要工作经历：1996 年至 2013 年，陆续担

任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项目组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位；2013 年

至 2014 年，任工商银行科技服务中心（香港）负责人；2014 年至今，任浙江蚂

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监。 

 

候选人五、彭政纲，男，1969 年出生，先后毕业于江苏理工大学计算机及

应用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现任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浙江省青年企

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彭先生系恒生电子的联合创始人，历任公司四届董事长，

在 IT 业浸润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战略投资经验。 

 

候选人六、蒋建圣，男，1971 年出生，先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EMBA。现任公司董事。蒋先生系恒生电子的联合创始人，20 多

年来对金融服务行业具有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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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选举刘曙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刘曙峰先生简历：男，1970 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

仪器专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 

刘曙峰先生是恒生电子的联合创始人，20 年来伴随着恒生一路成长，对恒

生的创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先后担任了公司三届总经理的工作，

尤其是他再次回归之后，与其他两位创业伙伴一起带领全体员工再创佳绩，每年

销售额和利润都创下历史新高。他的战略眼光、经营理念和管理思路，已经成为

恒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 年 9 月，由于 HOMS 事件，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网络”）收到了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受公司

委派担任恒生网络董事长的刘曙峰先生，也收到了证监会对其个人的行政处罚的

事先告知书（详见公告 2015-061 号）。但由于刘曙峰先生对公司整体经营管理负

有举足轻重的责任和作用，特提名刘曙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人选。 

本议案将作为特别议案进行表决。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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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恒生电子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及时建立和规范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保证公司正常、健康的运作，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丁玮、郭田勇、汪祥耀、刘兰玉为独立董事候选人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汪翔耀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刘兰玉女士

为法律专业人士。 

现提请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候选人一、丁玮，男， 1960 年出生。1982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

系本科，1984 年-1987 年获福布兰特奖学金就学于美国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经济

系攻读博士研究生课程, 1998 年在哈佛商学院完成高管培训班进修。丁玮先生现

任摩根斯坦利亚洲投行副主席。 

丁先生在银行金融领域有着广泛的经验。 1987 年 11 月－1999 年 2 月，丁

先生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工作，历任经济学家、项目经理、部门主管等职。期

间于 1993 年 3 月-1995 年 3 月被借调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高级经济学家及驻

阿尔巴尼亚首席代表。1999 年 3 月－2002 年 9 月，德意志银行集团，任中国区

总裁。2002 年 10 月－2010 年 12 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历任执行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并于 2006 年开始任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执行主席、投资银

行部负责人。2011 年 2 月－2013 年 12 月淡马锡投资控股, 任高级董事总经理及

中国区总裁。 

丁玮先生曾于 2001-2004 年间任招商银行独立董事，于 2012-2013 年间任淡

马锡全资子公司兰亭资本董事。 2014年以来在以下单位担任过董事或独立董事：

1）华宝投资，2）神州租车，3）恒生电子，4）海康威视，5）泰信基金管理公

司。 

 

候选人二、郭田勇，男，1968 年 8 月出生，山东烟台人。1990 年获得山东

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1996 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 年获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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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1993 年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

行，1999 年至今任职于中央财经大学。兼任亚洲开发银行高级顾问、中国人民

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银监会外聘专家、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互联网

金融专家委员会成员、民建北京市金融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

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候选人三、汪祥耀，男，1957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

学博士，会计学教授。1985 年 8 月至 1987 年 5 月，在浙江财经学院任教，任讲

师。1987 年 5 月至 1992 年 7 月，在香港富春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部总经理。

1992 年 7 月至 1998 年 12 月，在香港富春投资公司工作，任总经理。1999 年 1

月至 1999 年 12 月，在广东核电实业集团工作，任财务总监。2000 年 1 月至今，

在浙江财经学院从事教育工作，现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会计

准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会计学会、内部审计学会、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等。 

 

候选人四、刘兰玉，女，1966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民法专业，法

学硕士。现任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女士从事金融证券法律服务

多年，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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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恒生电子股份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及时建立和规范公司第六

届 监事会，保证公司正常、健康的运作，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第五届监事会提名黄辰立、赵颖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现提请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候选人一、黄辰立，男，1980 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士，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MBA。黄先生具有丰富的兼并收购、投资管理、

融资等经验。主要工作经历：2008 年至 2010 年，任摩根大通（香港）投资银行

部经理；2010 年至 2013 年，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

2013 年至今，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资深总监。 

 

候选人二、赵颖，女，1973 年出生，天津财经学院会计学硕士，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工商管理 EMBA。赵女士具有丰富的企业财务管理经验，主要工作经

历：2005 年至 2009 年，任中国雅虎财务资深总监；2009 年至 2013 年，任阿里

巴巴集团副总裁；2013 年至今，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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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恒生电子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云汉投资向蚂蚁金服转让其持有的恒生

智能集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累积投票议案 同意票数 

2.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2.01 选举井贤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2 选举韩歆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3 选举袁雷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4 选举高俊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5 选举彭政纲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6 选举蒋建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3.01 选举刘曙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4.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4）人 

4.01 选举丁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2 选举郭田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3 选举汪祥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4 选举刘兰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5.01 选举黄辰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5.02 选举赵颖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签名或盖章： 

                                                

注意事项：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监事的议案，只需要在选项一栏中填写具体

的投票票数。每一项议案的总表决票数不能超过该项议案后提示的总计票数，

否则本表决票对该项议案的表决将视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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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16年 2月 3日召

开的贵公司２０１６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云汉投资向蚂蚁金服转让其持有的恒生

智能集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累积投票议案 同意票数 

2.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2.01 选举井贤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2 选举韩歆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3 选举袁雷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4 选举高俊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5 选举彭政纲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6 选举蒋建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3.01 选举刘曙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4.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4）人 

4.01 选举丁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2 选举郭田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3 选举汪祥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4 选举刘兰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5.01 选举黄辰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5.02 选举赵颖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股东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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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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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表决结果意向中选择一个明确的表决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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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

董事和独立董事、监事的议案，只需要在选项一栏中填写具体的投票票数。每一

项议案的总表决票数不能超过该项议案后提示的总计票数，否则本表决票对该项

议案的表决将视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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