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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会议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

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特制定

本须知。 

一、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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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合法权

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

师及公司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当按照会议通知中的要求，持相关

证件办理签到手续。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现场登记终止。 

四、股东及股东代表参与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

权利。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公司和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应先举手示意，经会议主

持人许可方可发言。发言或提问应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相关，每次发言原则上

不超过 5 分钟。 

六、对于股东及股东代表提出的问题，由主持人指定相关人员答复。对于

涉及公司商业秘密或内幕信息，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提问，主持人或其

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七、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公司股东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公司将结合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发布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现场投票方法：每项议案逐项表决，股东及股东代表在表决票上逐项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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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意见，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视为“弃权”。 

网络投票方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应按照《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时间进

行网络投票。 

八、本次股东大会共 8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

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议案 1、2、3、4、5、8 为特别决议事

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7 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议案 8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九、本次会议由公司聘请的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十、为保证每位参会股东的权益，开会期间参会人员应注意维护会场秩

序，请勿随意走动，手机调整为静音状态，会议期间谢绝录音、录像及拍照，

与会人员无特殊原因应在大会结束后再离开会场。 

十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产生的费用由股东及股东代表自行承担。公司

不向与会人员发放礼品，不负责安排参加与会人员的住宿和接送等事项。 

十二、特别提醒：疫情防控期间，鼓励各位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确需现场参会的，请务必确保本人体温正常、无呼吸道不适等症状，参会当日

须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具，做好个人防护；会议当日公司将按疫情防控要求对前

来参会者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体温正常者方可参会，请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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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 会议基本情况 

1.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9 月 14 日 14:00 

2. 现场会议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 1511 号 B 栋 9 层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李江淮先生 

6.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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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会议议程安排 

(一) 参会人员签到、领取会议资料 

(二)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报告出席会议的基本情况 

(三) 宣读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 推举计票、监票成员 

(五) 宣读议案并逐项审议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3 关于修订《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关于修订《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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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修订《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 关于审议《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制度》的议案 

7 
关于审议《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

法》的议案 

8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六)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提问 

(七) 现场投票表决 

(八) 统计投票结果 

(九) 宣布表决结果 

(十) 主持人宣读会议决议 

(十一)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 相关人员签署会议文件 

(十三)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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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一：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86 号）核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000万股，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1]361Z0065 号），确认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5,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50,000 万

元，公司股份数由 45,000万股变更为 50,000 万股。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

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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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于 2021 年 7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拟对《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中涉及上市情

况、股份总数等条款进行修订，并形成《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公司于【 】年【 】月【 】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5,000万股，于【 】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 

第二条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5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00

万股，于 2021年 7月 2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第十五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

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

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

同价格。 

第十五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

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

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在同一次发行中所认购的股份，

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格。 

第二百一十四条 本章程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并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第二百一十四条 本章程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鉴于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变更和《公司章程》修订，公司将于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和公司类型的变更登记，以及

《公司章程》的备案登记等公司变更、备案登记相关手续。上述变更最终以工

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及其再授权人士代表

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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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和《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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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修订<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于 2021 年 7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拟对《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中涉及生效条款进行修订，并形成《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十六条  本议事规则经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后生效，针对上市公司的特

殊规定待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后实施。 

第七十六条 本议事规则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其

他条款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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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修订<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于 2021 年 7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拟对《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中

涉及生效条款进行修订，并形成《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十九条 本议事规则自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后生效，针对上市公司的特

殊规定待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后实施。 

第四十九条 本议事规则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其他

条款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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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修订<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于 2021 年 7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拟对《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中

涉及生效条款进行修订，并形成《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十八条 本议事规则经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后生效，针对上市公司的特殊

规定待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并上市后实施。 

第四十八条 本议事规则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其他

条款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予以审议。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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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关于审议<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制度>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规范公司委托理财业务的管理，保证公司资产安全，有效防范、控制投

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制定《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

托理财制度》。 

上述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制度》。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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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关于审议<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管理办法>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规范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行为及相关信息披露工作，防范经营风险，

确保公司经营稳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

制定《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 

上述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

办法》。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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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规划需要，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需向银行申请授信

贷款，并由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相应担保。为保障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流动资金需求，公司提交股东大会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

相应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 2021年-2022年银行综合授信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

本，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1 年-2022 年

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出口押

汇、保理、供应链融资、外汇资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品种，并以公司及子公司与各

金融机构签订的授信合同为准。具体融资金额根据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情况以

及各合作金融机构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审批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内，授信额

度可循环使用。 

二、 2021年-2022年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资金需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为各子公司提供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新增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公司 
直接/间接

持股比例 
2021年-2022 年计划担保额度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35,000 

漳州立达信灯具有限公司 100% 15,000 

四川联恺照明有限公司 100% 35,000 

厦门赢科光电有限公司 100% 15,000 

合计  200,000 

上述担保金额可以为人民币及等值外币，外币按照期末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计入担保总额度内。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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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有效。由于具体担保合同尚未签署，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预计数，

具体担保合同主要条款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以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共

同协商确定。在2021年-2022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子公司的计划担保额度内，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各子公司之间相互调剂。 

三、 实施方式 

为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指定的经营

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办理贷款和担保等具

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四、 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漳州光电子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5月 6日 法定代表人 宋小红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31,7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25337618906W 

住所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经济开发区兴泰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设备制

造；物联网技术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智能家庭网关制造；智

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照明器具

制造；照明器具销售；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光电子器件制

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灯具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制造；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音响设备制造；家

用视听设备销售；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通

信设备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模具制造；涂装设备制造；五金产品制造；家用电器制造；家

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研发；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电气设备销售；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营林

及木竹采伐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

机械的制造；电机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容器及

其配套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五金产品研

发；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进出口

代理；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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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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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漳州光电子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年 6月末/2021年 1-6月 2020年末/2020 年度 

总资产 303,217.13 300,476.92 

负债总额 167,927.09 176,020.27 

净资产 135,290.04 124,456.65 

营业收入 242,822.88 479,084.77 

净利润 10,833.39 33,068.57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二) 漳州灯具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漳州立达信灯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 5月 6日 法定代表人 宋小红 

注册资本 7,700万元 实收资本 7,7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2533761901X9 

住所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兴泰开发区积山村塘边 1006号 

经营范围 

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各种照明灯具、工厂灯、消防灯具、

防爆电器、手电筒、防爆防震灯具、防眩灯具及其零配件(含

五金件加工、铸造件加工、灯具配件的表面处理)、电感、变

压器、电源线及电子元器件、组件、配件、塑料制品、精密模

具及其配件、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配件、不干胶、纸箱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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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漳州光电子持有漳州灯具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年 6月末/2021年 1-6月 2020年末/2020 年度 

总资产 45,300.40 47,327.00 

负债总额 20,071.69 23,543.11 

净资产 25,228.71 23,783.89 

营业收入 44,398.77 81,239.96 

净利润 1,444.82 3,579.33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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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 

(三) 四川联恺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四川联恺照明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 8月 31日 法定代表人 张宇生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实收资本 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900052190918K 

住所 遂宁市经济开发区微电子工业园 

经营范围 

研发、制造、销售：光电产品、照明产品、电工产品、原辅材

料、玻璃管、机械设备、电子元件器件及零配件、节能产品。

节能技术咨询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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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四川联恺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年 6月末/2021年 1-6月 2020年末/2020 年度 

总资产 25,764.35 26,960.79 

负债总额 12,674.89 16,447.70 

净资产 13,089.46 10,513.09 

营业收入 19,066.89 28,280.50 

净利润 2,576.37 4,352.03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四) 厦门赢科光电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厦门赢科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1月 6日 法定代表人 李江淮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6930454626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7号厦门国际航

运中心 D栋 8层 05单元 X 

经营范围 

1、从事光电及照明产品的销售；2、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

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

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厦门赢科光电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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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年 6月末/2021年 1-6月 2020年末/2020 年度 

总资产 16,684.84 24,952.31 

负债总额 12,024.17 20,474.09 

净资产 4,660.67 4,478.22 

营业收入 14,386.63 30,289.46 

净利润 182.46 467.27 

注：2020 年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五、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上述预计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1年-2022年拟提供的担保额

度，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以与有关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为

准。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2）。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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