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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3 月 9 日以电话、当面及其他方式送达至全体董事，

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瑞杰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王一江先生、王红波先生、黎伟先生向董事会递交了《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 2017 年 3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16 年年度经审计财务决算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媒体。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亏损-49,729,289.85 元。  

鉴于公司 2016 年度出现亏损，同时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大量资金，综合 

考虑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以及未来发展需要，从长远利益出发，公司拟定 2016 年 

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收益全部用于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独立董事、监事会已

发表同意的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公司《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 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续聘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6 年度关联交易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的议案》 

《关于 2016年度关联交易及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详见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李瑞杰先生、张云霞女士、

王立先生为本议案关联董事，不参加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2016年末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

并进行分析和评估，经资产减值测试，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详见《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深

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于 2016 年末对子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减值判断，经减值测试对所投资的上海美峰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峰”）、深圳市苏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苏

摩”）、深圳中青聚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青聚宝”）、苏州华娱

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华娱”）、深圳市卓页互动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卓页”）、福州卓越无限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州卓越”）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子公司的资产状况。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

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17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2017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子公

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具体融资金

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李瑞杰、张云霞、郑楠

芳、王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王一江、周立、黎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简历见附件。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

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1.1 提名李瑞杰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2 提名张云霞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3 提名郑楠芳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4 提名王立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 提名王一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6 提名周立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7 提名黎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之前，本届董事会将继续履

行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十三、审议并通过《公司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不在公司领取职务工资的董事及独立董事，公司向其支付每月 8000 元人民

币的董事津贴（税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董事会及第三届监事会二十四次会议的相关议案。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方式。 

《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1 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李瑞杰先生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国籍，有香港居留权，50岁，于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与电

子学双学士学位。现任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深圳

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同时担

任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云计算研究中心专家；中国计算机协

会云计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总商会(工商联)常务理事，

潮汕星河基金会聘请为永远荣誉会长。2012年被深圳揭阳商会聘请为名誉会长。

2013年被中国致公党任命为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委员、社会服务会委

员，深圳致公党龙华二支部主委，中国手游产业联盟理事长。 

张云霞女士    公司董事  

中国国籍，有香港居留权，52岁，于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计算机软件工程

系，1990年获天津南开大学旅游业管理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深圳万通软件工程有

限公司，1991年与李瑞杰共同创办深圳市乐和电子有限公司，1997年与李瑞杰先

生共同创办深圳市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至2012年3月担任本公司总经

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公司的副董事长、总裁、宝德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宝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董事。同时任深圳市软

件行业协会副会长, 深圳市总商会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天津商会副会长。 

郑楠芳女士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国籍, 有香港居留权，40岁，本科学历。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

总经理。曾担任深圳市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与投资者关系经理，协助宝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于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并负责后期维护与投资者的关系。 

王立先生   公司董事 

中国国籍，36岁，毕业于中南大学，获得金融学硕士学位，曾任深圳宝德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经理、资金总监，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金总

监，现任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宝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2014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黎伟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国籍，52岁，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于1987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



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律师执业资格证书；2003年至2004年在美国芝加哥肯特法

学院参加国际法和比较法LLM课程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至今，为广东

晟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5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一江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 

美国国籍，63岁，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深圳校区副院

长、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前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美国

密歇根大学戴维逊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后曾兼职担任世界银行顾问，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兴趣

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经济、货币与公共金融

等。在过去几年中，王一江博士在国际和国内著名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被大量

引用。2014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周立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国籍，平安银行行长助理、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1988

年至1992年，在南开大学金融系任教。1992年9月年至2003年12月，历任原深圳

发展银行发展研究部副经理、经理、办公室主任兼研究部经理、杭州分行常务副

行长(主持工作)、杭州分行行长、总行行长助理兼杭州分行行长等职；2004年1

月至2005年3月，任总行行助（分管信贷、资金同业）。2005年4月至2011年3月，

原深圳发展银行总行行长助理兼深圳管理部总经理、总行行长助理兼深圳分行行

长等职；2011年今，历任平安银行首席信贷风险执行官、首席内控执行官、总行

行长助理之职；现任总行行长助理兼零售业务执行官（分管平安银行东北片区分

行工作和二元金融市场）。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五、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2016年度关联交易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7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 提名李瑞杰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2 提名张云霞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3 提名郑楠芳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4 提名王立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5 提名王一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6 提名周立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7 提名黎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十三、审议并通过《公司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