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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时间：2022年 12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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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投票规则：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注意事项等相关事宜，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6日在法

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临时公告。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董事会秘书宣布“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三、审议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拟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股东发言及问题解答。 

五、推举两名股东代表监票，宣布监票人名单。 

六、对议案进行表决、投票、统计投票结果。 

七、董事会秘书宣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及其代表的股份总数，宣读投票

表决结果。 

八、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宣读大会法律意见书。 

九、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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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充分尊重广大股东，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

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特制订如下会议规则：  

一、本公司严格执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有关大会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公司董事会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认真履行《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同时，股东必须认真履行其

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大会正常秩序。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股东必须认

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大会正常秩序。 

五、股东要求大会发言，必须于会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并填写“发言登记表”，

由会议主持人根据股东登记时间先后，安排股东发言。 

六、股东发言时应言简意赅阐述观点和建议。每位股东发言不超过两次，每次发言

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在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大会发言。  

七、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八、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九、本次股东大会有 3项议案需表决。议案 1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由出席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议案 2、议案 3 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由出席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本次 3项议案均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本次 3项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方式。 

十、本公司聘请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十一、为了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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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进入会场。 

十二、在大会进行过程当中如有意外情况发生，公司董事会有权做出紧急处理，以

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别提示：为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维护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

的健康安全，建议股东优先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配合做好参会登记、出示“随申码”及 72 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接受体温检测等相关防疫工作。会议全程须佩戴口罩并保持必要的座次

距离。不符合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及股东或股东代表身份的，将无法进入会场。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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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叶永禄先生

递交的辞职报告。叶永禄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

时一并辞去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及

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叶永禄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辞职将自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时生效。叶永禄先生已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

歧，亦无其他因辞职而需知会股东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对叶永禄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公司股东推荐，在征得本人同意后，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审核通过，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同意提名王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查证，王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王涛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职业素养等均符合任职要求。

王涛先生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具备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王涛先

生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王涛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已承诺将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同意的独立

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已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上议案，提请大会审议表决。谢谢！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 

股东大会 

议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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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涛先生简历 

王涛先生，男，1969 年出生，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学士、西南德州大学计算机软件

硕士、目前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企业家学者班研读企业管理。 

王涛先生曾先后在微软、创维、金山、阿里巴巴等企业担任高管，在 IT、互联网、

科技和医疗领域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1996 年王涛先生进入美国微软总部，历任开发经

理、产品经理、测试经理，参与过 Windows Media，Windows CE，语音技术等研发。2000

年回国后出任创维电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CEO 兼总裁。2002年 6月加入金山，任金

山公司副总裁（兼 CTO）、研究院院长、SUG 总经理，作为金山技术与信息安全领域的

带头人，主持推出中国最早的办公软件 WPS windows 版，金山杀毒、金山词霸，以及中

国最早的网络游戏《剑侠情缘 online》等著名软件产品。2004年 11月加入阿里巴巴集

团，担任技术副总裁，分管阿里巴巴 b2b业务以及淘宝、支付宝、在线云软件计算的整

体技术管理工作。2007 年担任阿里巴巴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阿里软件总裁，是马云早期“五

虎将”之一，被誉为“中国软件运营应用之父”。2013年受马明哲董事长之邀，王涛先

生加入平安集团，于 2014 年 3月至 2016年 6月出任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开始布局互联网移动医疗。2014 年 8月，王涛先生带领互联网精英团队，

创立平安健康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 CEO，利用一年的时间，成功打造

了中国移动医疗第一大 APP——平安好医生。2018 年 5月带领平安好医生在香港上市，

2020年平安好医生市值达到 1300亿。 

王涛先生曾多次获得“企业领袖”、“领军人物”等荣誉称号。2008 年，王涛先生

被中国软件业协会评为“中国软件运营服务领军人物”。2016年被《第一财经周刊》评

选为中国商业创新 50人之一。2017年、2018 年两度被胡润百富授予“产业领袖”称号。

2018年被创业家&i黑马评为“2018十大年度创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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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

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拟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全部 5,080,000

股股份，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办理相关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

数相应减少 5,080,000 股。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回购方案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 2019年 2月 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 A股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 万元（含 2,5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 5,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6.91元/股

（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回购股份完成

之后 36 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注

册资本。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方案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生效，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实施情况 

2019年 12月 23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1,884,000 股，占当时公司

总股本的 0.2415%；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4.72 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4.80 元/股，支

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8,961,667.42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详见公司 2019

年 12月 24日披露的《关于首次股份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1）。 

截至 2020年 1月 8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5,080,000

股东大会 

议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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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6513%；回购最高价 5.05 元/股，最低价 4.72 元/股，均价

4.9226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5,006,950.00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

费用）。公司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2）。 

 

三、本次注销股份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的股份回购方案，公司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

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自完成股份回购以来，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管理情况等因素，鉴于股份回购完成后 36

个月期限即将届满，且公司短期内无法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和

股权激励，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全部回购股份。注销全部回购股份后，公司注册

资本将相应减少。 

 

四、注销股份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780,000,000股变更为 774,920,000 股。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韵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将由 26.17%增至

26.34%。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注销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0,000,000 100 -5,080,000 774,920,000 100 

其中：股份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5,080,000 0.6513 -5,080,000 0 0 

股份总数 780,000,000 100 -5,080,000 774,920,000 100 

注：股本结构变动以股份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

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公司股份总数相应减少 5,080,000 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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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6513%。本次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

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导致公司的股

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上海交大

昂立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和持续经营等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

们同意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形成议

案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提请大会审议表决。谢谢！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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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完成后三年期限即将届

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拟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里 5,080,000股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本次拟对《公司章程》

中相关条款做相应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8,000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7,492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8,000

万股均为普通股。2003 年、2007年、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并实施了

每 10 股转增 2股、每 10 股转增 3股、 

每 10 股转增 15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方

案；2006年 1月 23日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东

每 10 股流通股票支付 3.4 股股票对价。

上述事项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0,000 

万股增加为 78,000万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7,492

万股均为普通股。2003年、2007年、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并实施了

每 10 股转增 2股、每 10 股转增 3股、 

每 10 股转增 15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方

案；2006年 1月 23日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东

每 10 股流通股票支付 3.4 股股票对价；

经 2022 年度注销回购 5,080,000 股，公

司普通股总数由 20,000 万股变更为

77,492 万股。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2022年 12月修订稿）。 

《关于拟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的生效，是本议案生效的前提。提

股东大会 

议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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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公司章程》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以上议案，提请大会审议表决。谢谢！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