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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通知于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七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四

日上午 10:00 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3 号楼 6 楼会议

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8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8 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顾伟先

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逐项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号为：2022-076）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经公司董事会资格审核，第五届董事会拟提名顾伟先生、徐腊平先生、孙慧荣

先生、欧军先生、李新威先生、田培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拟聘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提名顾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2、提名徐腊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3、提名孙慧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4、提名欧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5、提名李新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6、提名田培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2022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选举采用非累积投

票制，因此对每位候选人进行逐项投票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经公司董事会资格审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范鸣春先生、傅冠强先生、张增荣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傅冠强先生、张增

荣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范鸣春先生暂未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其已做出书面承诺，将报名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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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名范鸣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2、提名傅冠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3、提名张增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2022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选举采用非累积投

票制，因此对每位候选人进行逐项投票表决。 

四、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津

贴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结合市场整

体薪酬水平，并参考其他同类上市公司董事的津贴标准，拟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津贴如下：独立董事范鸣春先生、傅冠强先生、张增荣先生为每人每年 12 万元人

民币（税前）；董事顾伟先生、欧军先生除公司职位薪酬外不额外领取董事津贴，

董事徐腊平先生、孙慧荣先生、李新威先生、田培杰先生不领取董事津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修改前后的条款对比详见 2022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修订后的《公司章程（2022 年

10 月）》于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根据下属公司的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于 202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为以下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的事项提供不超过对应金额的担保（含前期审批额度，以任一时点的最高额

计算），具体担保金额、方式、范围、期限等以相关合同约定为准，保证期间不超

过自下属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下属公司名称 担保金额上限（万元） 

1 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 人民币100,000 



2 江西兆驰晶显有限公司 人民币50,000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代表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一切担保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

文件。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关于为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3）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 2022 年度金融衍

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经审议，管理层就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出具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董事会同意公

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于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以境内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交易对手方，以任意时点用于衍生

品交易的资金余额不超过 10 亿美元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

或其他货币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外汇掉期业务、货币互换业务、利率互换业务以及

外汇期权业务等或上述产品的组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金额范围内处理与

上述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相关的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 15:00 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

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3 号楼会议室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议案二、议案三、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议案七、议案九提交 2022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75）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于 2022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向各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 15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根据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的实际

资金需求状况，具体批准办理相关金融机构综合授信事宜，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

责任由本公司承担。 

本议案需提交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刊载于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