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020 年 10 月 26 日 



1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 年 10 月 26 日 

                        至 2020 年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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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地点：上海市田林路 142 号华鑫慧享中心 2 楼报告厅 

会议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议程如下： 

一、 报告会议出席情况，并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二、 审议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1）选举翁巍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2）选举张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3）选举陈云麒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4）选举陆晓冬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3、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1）选举金艳春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三、 股东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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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持人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的监票人员 

五、 股东对大会提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六、 宣读现场股东大会表决情况、宣读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合并） 

七、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宣读大会法律意见书 

八、 通过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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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了维护公司股东在本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期间依

法行使权利，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特作如下规定： 

一、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 设立股东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 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维护股东合法权益。 

四、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

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

的正常秩序。 

五、 每位股东每次发言请勿超过三分钟，发言主题应当与本次

大会表决事项相关。 

六、 本次大会议案表决以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进行。 

七、 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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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经营持续稳定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改如下： 

原内容 修改后的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

民币玖亿捌仟伍佰贰拾贰万零

贰元。凡经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并

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红股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

股或缩减注册资本时，本条所确

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应随之作相

应的变更，而不需经股东大会另

行作出决议。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贰拾伍亿零柒佰零贰万捌仟零

壹拾伍元。凡经公司股东大会决

定并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红股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配股或缩减注册资本时，本条所

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应随之作相

应的变更，而不需经股东大会和

董事会另行作出决议。 

第十九条 公司普通股股份

总数为 985,220,002 股。 

第十九条 公司普通股股份

总数为 2,507,028,015 股。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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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

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

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

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

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

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

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

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

法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

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

议主持人，继续开会。 

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

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

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

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

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

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

继续进行的，经现场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

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

持人，继续开会。 

第一百零五条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应占

董事会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至

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

第一百零五条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应占

董事会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至

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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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 

士，设董事长 1 人。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对外投

资单笔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不超过20%（含本数）

的，由董事会批准；对外投资单

笔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20%以上的，由股东大会

批准。 

在同一会计年度内累计对

外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以上的由股东大

会批准。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

会有权就涉及资金占公司净资

产的比例不超过 10%（含本数）

的对外担保事项作出决策。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

会与股东大会关于收购出售资

产及关联交易的权限划分参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披露规定办理。 

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审议决定投资金额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总额 50%（含本数）的对外

投资项目；投资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50%

（不含本数）的对外投资项目由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投资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的权

限及决策程序参照经公司董事会

批准的相关制度及相关法律、法

规、监管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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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和

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

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

的执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由

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

产生。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

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

的执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副董

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

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

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根据

《党章》规定，设立公司党委和

中国共产党上海飞乐音响股份

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

简称“公司纪委”）。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根据

《党章》规定，设立中共上海飞

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和中

共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纪

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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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和“公司纪委”）。 

增加 第一百五十六条 符合条件

的党组织的委员，可以通过法定

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或担任

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董事会、

监事会、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中

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

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织的委员

会。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设立

工会、团委等群众性组织，党委、

纪委、工会设党群工作部合署办

公。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健全

党组织工作机构、配备党务工作

人员，有效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

用。同时公司根据《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

会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章程》的规定，设立工会和共青

团组织，为其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党委

的职权包括：  

（一）发挥领导核心与政治

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党委

的职权包括：  

（一）发挥企业党委领导作

用，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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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  

（二）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

行；  

（三）支持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总经理依法行使职

权；  

（四）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

作，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

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

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五）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

决策，研究决定公司重大人事任

免，讨论审议其它“三重一大”事

项；  

（六）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

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

作；  

（七）研究其它应由公司党

委决定的事项。 

（二）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

针政策、重大部署在本公司的贯

彻执行；  

（三）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在选人用人中发挥领导和把关作

用； 

（四）支持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总经理依法行使职

权；  

（五）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

作，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

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

群团组织；领导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纪律监督；党组织书记是党

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他委员

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结合业

务分工，抓好党建工作； 

（六）参与企业重大事项的

决策，研究决定公司重大人事任

免，讨论审议其他“三重一大”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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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

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八）研究其他应由公司党

委决定的事项。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党委

对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拟决

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

出意见和建议。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党委对

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拟决策

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研究，提出

意见和建议。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纪委的

职权包括：  

（一）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

党内法规；  

（二）检查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三）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

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研

究、部署纪检监察工作；  

（四）贯彻执行上级纪委和

公司党委有关重要决定、决议及

工作部署；  

（五）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纪

党规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纪委

的职权包括：  

（一）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

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

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研究、

部署纪检监察工作；  

（三）贯彻执行上级纪委和

公司党委有关重要决定、决议及

工作部署；  

（四）强化对公司领导班子

成员、公司党委管理的领导人员

和有关监察对象的日常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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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  

（六）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

权力进行监督 

（七）按职责管理权限，检

查和处理公司所属各单位党组

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

党内法规的案件；  

（八）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

诉，保障党员权利；  

（九）研究其它应由公司纪

委决定的事项。 

查，涉及违规违纪违法等情况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

移交司法处理； 

（五）依法受理对党组织、

党员违反党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对监察对象（监察法规定的六类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检举

控告，党员、监察对象、被调查

人员及其近亲属为维护个人权益

提出的申诉，以及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的批评建

议；  

（六）研究其它应由公司纪

委决定的事项。 

除修改上述条款内容外，原《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各条

款序号相应顺延，涉及条款引用的，条款序号也相应进行调整。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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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选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戴伟忠先生、董

事庄申志先生因工作原因分别提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申请自 2020 年 9 月 30

日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戴

伟忠先生、庄申志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将暂缺 4 名董事。经公司

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董事

会拟推选翁巍先生、张虎先生、陈云麒先生、陆晓冬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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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简历 

翁巍，男，1971 年生，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曾任

上海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现任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上海

临港经济发展集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虎，男，1970 年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

任上海涂料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上海振华造漆厂财务总监兼一品颜

料公司财务总监，上海开林造漆厂财务总监兼一品颜料公司财务总监，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现任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 

陈云麒，男，1963 年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

特贴专家。曾任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机械量研究室高级工程师、

检测仪表总部部长、所长助理、副所长、副院长，上海工业自动化仪

表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

司总经理，第十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国资委系统知联会副会

长，上海市自动化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上海市工业互联网协会副会长。 

陆晓冬，男，1970 年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

任上海新新机器厂技工学校教师、教务主任，劳动人事处科员、副处

长，上海扎努西电气机械有限公司劳动人事科科长、行政人事部部长，

上海双桦汽车空调配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西鸿源数显公司上海分

公司经理，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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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组织部部长、党委书记助

理，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党委干部部副

部长、老干部办公室主任、上海仪电培训中心副主任。现任上海仪电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老干部

办公室主任、上海仪电培训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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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选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监事庄申强先生因工

作原因提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该辞职申请自 2020 年

9 月 30 日生效。 

经公司股东推荐，公司监事会拟推选金艳春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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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简历 

金艳春，女，1979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上海物理

光学仪器厂劳动人事科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上海精密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团委书记、组织员、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天平事业部党

总支书记兼副总经理，上海精科天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兼

行政人事部经理，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工会主席、人力资源部经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人力资源部经理。现任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