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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6 月 1 日 14 点 30 分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通知：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28）。 

四、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1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五、会议出席人员：2018 年 5 月 25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七、会议议程： 

（一）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请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出示证件进行登记。 

（二）本次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成湘均先生，宣布会议开始，介绍本次

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三）宣读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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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五）股东发言及提问，推选计票人和监票人 

（六）对议案进行表决，综合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决情况 

（七）宣布表决结果、决议和法律意见  

1、 宣读会议表决结果  

2、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见证律师发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八）签署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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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掌阅科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一：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即将任期届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董

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 6 名成员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4 名，公司董事会提名

成湘均先生、张凌云先生、王良先生、李好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且已经充分征求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意见，上述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均表示同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已经对公司董事会的提案事项、提名资格

等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董事会的提案事项、提名资格、提案程序符合要求；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审查，被提名人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要

求。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成湘均先生、张凌云

先生、王良先生、李好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三年，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为止。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表决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选举、表决通过后任职，任职期限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在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第二届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

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由第二届董事会选举产生。本议案包含四项子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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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议案一：选举成湘均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成湘均先生简历：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中国矿

业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大专学历。历任于北京海沃德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开发主管，

北京驰讯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研发部经理、移动事业部总经理，北京卡美星

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1 年 1 月加入公司，历任掌中浩阅、掌阅

有限总经理、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成湘均先生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章、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担任董事职务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子议案二：选举张凌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张凌云先生简历：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长江商

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曾任职于安徽电视台，TCL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创维移动

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2008 年 9 月加入公司，历任掌中浩阅、掌阅有限

业务负责人、执行董事、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 

张凌云先生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章、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担任董事职务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子议案三：选举王良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王良先生简历：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上海同济

大学机车车辆工程工科专业学士。历任上海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

工程师，上海一维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高级软件工程师、技术部经理，北京爱商科

技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2008 年 9 月加入公司，历任掌中浩阅、掌阅有限、

掌阅科技副总裁、董事，现任掌阅科技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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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先生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章、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并未发现其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子议案四：选举李好胜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李好胜先生简历：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清华大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及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生产工程双硕士学位（本科、研究生均获

得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历任普华永道公司咨询顾问，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裁、保荐代表人（曾获中央金融团工委授予的“全国金

融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李好胜先生 2017 年 11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李好胜先生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章、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并未发现其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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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二：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即将任期届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董

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 6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名，公司董事会提名林

涛先生、于鑫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于鑫铭先生为

具备会计专业资质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且已经充分征求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意见，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表示同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已经对公司董事会的提案事项、提名资格

等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董事会的提案事项、提名资格、提案程序符合要求；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审查，被提名人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要

求。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林涛先生、于鑫铭先

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三年，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为止。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表决通过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选举、表决通过后任职，任职期限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在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第二届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

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由第二届董事会选举产生。本议案包含两项子议案： 

子议案一：选举林涛先生为独立董事 

林涛先生简历：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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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控制及自动化专业硕士。历任上海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软件部总监。

现任上海酷宇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上海酷睿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上海酷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酷维阿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上海酷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悠乐互联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董事，上海班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 年 8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 

林涛先生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章、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担任董事职务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子议案二：选举于鑫铭先生为独立董事 

于鑫铭先生简历：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系沈阳理

工大学会计学专业大学学历。历任北京公正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项目经理，北京京

都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项目经理，宏运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经理，辽宁振兴生

态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现任辽宁阳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浙江诚通生态旅游有限公司董事，中食味道（北京）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诚通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监事，桦甸市万鹤贸易有限公司监事，北京中瑞阳光

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监事。 

于鑫铭先生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章、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担任董事职务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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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三：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即将任期届满，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监

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 3 名成员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公司监事会

提名黄国伟先生、凌小慧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且

已经充分征求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意见，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均

表示同意。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为止。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监事会审议、选举、表决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选举、表决通过后任职，任职期限与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相同。在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人，由第二届监事会选举产生。本议案包

含两项子议案： 

子议案一：选举黄国伟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黄国伟先生简历：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西安鼎天集团担任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北京海沃德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高

级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首信四通博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高级软件工程师、项

目经理，北京拓普丰联软件有限公司担任架构师、项目经理；2009 年 8 月加入

公司，历任掌中浩阅、掌阅有限、掌阅科技架构师、网络安全部经理、研发中心

网络安全经理，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黄国伟先生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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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章、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担任监事职务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子议案二：选举凌小慧女士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凌小慧女士简历：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职于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担任人力资源专员。2010 年 4 月至今历任掌中

浩阅、掌阅有限、掌阅科技人力资源经理、高级商务经理，现任公司运营中心运

营专家。 

凌小慧女士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章、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担任监事职务的情形，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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