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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0 月 26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及通讯的方式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2 年 10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忠诚先生 

6.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9 人。 

董事钟德红、刘杨、刘志平、何立芝、杨先明因个人事务繁忙以通讯方式参

与表决。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相



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 )上披露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27)。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因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拟

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拟修订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 )上披露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7)，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相关登记手续。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郭忠诚先生、朱承亮先生、

冯晓元先生、刘杨先生、王俊先生、郑大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期三年，自公司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在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全体



成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勤勉义务和职责，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 ) 上披

露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换届公告》(公告编号：2022-122)。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上述候选人的提名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3.1《提名郭忠诚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2《提名朱承亮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3《提名冯晓元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4《提名刘杨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5《提名王俊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6《提名郑大军先生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杨先明、安树昆、钟德红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李红斌先生、孙加林先生

及杨向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公司 2022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不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具备《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在董事会换届选

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继续履行勤勉义务和职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 ) 上披露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换届公告》(公告编号：2022-122)。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上述候选人的提名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4.1《提名李红斌先生为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2《提名孙加林先生为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3《提名杨向红女士为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杨先明、安树昆、钟德红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理工恒达科技有限公司的

议案》 

1.议案内容： 

在能源转型持续深入、能源稳定供应需求明确、储能项目经济性显现等因素

的推动下，海外与国内、户用储能和大容量储能呈现需求共振，储能市场步入高

景气度赛道。技术的迭代更新、成本的持续下探、商业模式的不断探索，储能产

业的内生增长和外生动力共同促进行业整体的快速发展。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抢抓新能源高速发展的机遇，公司拟与昆明欧力

达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力达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深圳理工恒达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恒达）。深圳恒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



司拟以现金 6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60%，欧力达公司拟以现金 4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4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 ) 上披露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5)。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杨先明、安树昆、钟德红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按相关要求编制了《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信息披露平

台(www.bse.cn ) 上披露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

报告》(公告编号：2022-126)。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杨先明、安树昆、钟德红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参照公司所处地区、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盈利状况

及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量和专业性。独立董事薪酬调整为每人每年 6万元人民币



（税前）。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杨先明、安树昆、钟德红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计划于 2022年 11月 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议案一、二、三、四及七，详情见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bse.cn/）发布的《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提供网络投票）》(公告编号：2022-116)。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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