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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为了维护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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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一、本次会议设立股东大会会务组，具体负责会议期间的组织及相关会务工

作。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

应在办理会议登记手续时出示或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股东账户卡、加盖法人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

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理人）、持股凭证等文件，经验证合格后领取股东大会资料，

方可出席。 

三、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请出

席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及相关人员于会议召开前半小

时准时到达会场签到确认参会资格。股东参会登记当天没有通过电话、邮件或传

真方式登记的股东，或不在现场会议签到表上登记签到的股东，或在会议主持人

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及其代表的股份数后进场的股东，不能参加表决和

发言。 

四、请参会人员自觉遵守会场秩序，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振动状

态。 

五、本次会议表决方式除现场投票外，还提供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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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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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00。 

六、股东在会议召开期间准备发言的,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先向大

会会务组申请，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 

七、股东在大会上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每位股

东发言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分钟，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股份数额和姓名。主持

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

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

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

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议案表决开始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股东及

股东代表违反上述规定，会议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八、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表决。股东以

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

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

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 

九、为保证每位参会股东的权益，谢绝个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对干扰会议

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

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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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一、会议召开形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 12月 23日 14点 0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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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场会议地点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南湖中路 158号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四、见证律师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现场会议议程： 

（一）董事会秘书介绍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二）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三）会议主持人或其指定人员宣读议案 

（四）股东发言、提问及解答 

（五）投票表决 

（六）计票人计票，监票人监票 

（七）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 

（八）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九）与会人员签署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 

（十）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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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或授权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同意全资子公司弘元包头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综合授信

额度，并根据银行的要求由公司提供不超过 5 亿元的担保。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

述额度内，审批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的具体事宜。以上担保事项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管委会 A座 516

室 

3、法定代表人：杨昊 

4、注册资本：5 亿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石墨材料、碳碳材料、单晶硅棒及硅片、半导

体设备、太阳能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弘元包头总资产 577,788,015.17

元，总负债 454,768,172.94 元，净资产 123,019,842.23 元，2019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 16,882,339.41 元，净利润-5,550,157.77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弘元包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9年 5月。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预计担保事项，具体担保协议将在上述额度内与银行协商确定。担保

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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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提案人：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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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或授权代表：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

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公司于 2019年 5月 17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因一直参与并负责公司审计项目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团队整体转入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该业务团队执行的相关审计业务项目一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承接，为保障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经充分沟通、协调和综合评估，公司拟改聘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及可转债融资等

其他相关业务审计、鉴证、咨询服务的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根据 2019年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和市场情况等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办理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已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协

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责，切实履行了审计机

构应尽的职责，公司董事会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专业、严谨、负责的审计

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0676050Q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101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雄、梁春 

成立日期：2012 年 02月 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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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

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业务；无(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业务资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能够满足

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提案人：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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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或授权代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9年 12月 21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公司董事会依法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本次换届选举产生的第三届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综

合股东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等意见，提名杨建良先生、杭虹女士、李晓东先生、

杨昊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提案人：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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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建良，男，中国国籍，1969 年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

级经济师。1993 年至 2001 年承包经营无锡市雪浪制冷设备厂金工车间；1998

年至 2002 年任无锡市良友机械厂厂长；2002 年 9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无锡上机

磨床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1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杭虹，女，中国国籍，曾用名：杭亚娟，1968 年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助理会计师。1986 年至 1991 年任无锡县通讯电缆厂助理会计；

1992 年至 2001 年任无锡市通讯电缆厂主办会计；2002 年 9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

无锡上机磨床有限公司财务会计、监事，2011 年 5 月至今担任无锡弘元执行董

事、经理，2011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李晓东，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67 年出生，大专学历。1994 年

9 月至 2002 年 8 月任无锡市良友机械厂副厂长，2002 年 9 月起任职于无锡上机

磨床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杨昊，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92 年出生，硕士学历。2016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9 年 5 月起担任子公司弘元包头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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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或授权代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9年 12月 21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公司董事会依法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本次换届选举产生的第三届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综

合股东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等意见，提名刘志庆先生、黄建康先生、赵俊武先

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提案人：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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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志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66 年出生，硕士学历，中国注

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历任无锡宝光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江苏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无锡宝光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中辰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6 年 12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黄建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65 年出生，博士学历，教授。

1986年至 2010年任职于南京审计大学，2010 年 3月至今任江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以及商学院下属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江南大学 MBA 教育中心副主任。2017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赵俊武，新加坡国籍，男，1963 年出生，耶鲁大学博士后。历任新加坡工

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澳洲必和必拓集团项目经理、贝尔卡特集团亚洲研发中

心总经理、蓝思科技湘潭和长沙公司总经理、贝卡尔特全球太阳能事业部总裁。

现任职于奥音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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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或授权代表：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于 2019年 12月 21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公司监事会依法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本次换届选举产生的第三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综合股东提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意见，提名杭岳彪先生、陈念淮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以上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 

 

 

 

提案人：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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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杭岳彪，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69 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澳

门精艺皮草有限公司仓库主任、无锡东南缸盖厂销售主管。2003 年 3 月起任职

于无锡上机磨床有限公司，现任公司销售部部长、监事会主席。 

陈念淮，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74 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无

锡新风轴瓦厂销售主管、无锡市良友机械厂销售主管。2002 年 9 月起任职于无

锡上机磨床有限公司，现任公司销售部副部长、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