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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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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 18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纳先生。 

会议议程： 

一、与会人员签到（14:00—14:50）； 

二、大会开始，主持人介绍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三、宣读新坐标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推选计票人和监票人，宣读议案审议及表决办法； 

五、宣读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3. 审议《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关于提名徐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2 《关于提名胡欣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3 《关于提名姚国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4 《关于提名任海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 《关于提名戴国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2 《关于提名王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3 《关于提名陈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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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关于选举王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02 《关于选举周娟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六、股东讨论并审议议案； 

七、现场以记名投票表决议案； 

八、与会代表休息（工作人员统计网络及现场投票结果）； 

九、宣读会议（现场加网络）表决结果； 

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记录及会

议决议； 

十二、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三、宣布会议结束。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4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确保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特

制定本须知，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本次股东大会设立会务组，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

关事宜。 

二、各股东请按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参加

会议的手续，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坐

标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46）。经大

会会务组查验合格后，方可出席会议。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

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大会会务组工作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以及公

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三、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自觉遵守会场秩序，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至静音或者震动状态，请勿大声

喧哗。请勿在会场内录像、录音。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的行为，会务组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四、大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份额不计入表决权数；未事先登记

股东不得通过现场投票方式表决。特殊情况下，应经大会会务组同意并向见证律

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权数。 

五、股东参加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法定权利，同时

也应履行法定义务。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事先向大会会务组进行登记，由

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经大

会主持人许可，会议主持人视情况掌握发言及回答问题的时间。 

六、股东在大会上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每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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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或股东代表）发言不得超过 3 次，每次发言的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发言时应

先报告所持股份数额和姓名。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等回答股东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

司、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七、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

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若同一表决权出现现场和网络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

决结果为准。现场股东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单中每项

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表示，未填、

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八、公司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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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所处地区、行业、规模，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薪酬水平，拟订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津贴如下： 

1）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 5 万元/年(含税)； 

2) 非独立董事，不另行领取津贴。 

请各位股东审议。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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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和规范公司外部监事薪酬的管理，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所处地区、行业、规模，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薪酬水平，拟订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津贴如下： 

1) 外部监事津贴为每人 2 万元/年(含税)； 

2) 内部监事薪酬根据其在公司的具体工作岗位领取工作报酬，不另行领取

津贴。 

请各位股东审议。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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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三  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增加基本情况 

（一）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的议案》。2021 年度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而产生的偶发，未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同意公司及下属重要子公司常州海洛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简称

“常州海洛”）2022 年度与常州苏特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简称“苏特轴承”）、常

州启峰轴承有限公司（简称“启峰轴承”）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4,083.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坐标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2022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湖州新坐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新坐标”）与苏特

轴承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350 万元，故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额度调整为 4,433.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7 日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坐标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增加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湖州新坐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新坐标”）与

常州海洛、苏特轴承和启峰轴承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39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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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减少苏特轴承与常州海洛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436.00 万元。故

调整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度为 6,387.00 万元。 

独立董事于事前认可了该关联交易，并在参与了董事会会议对该关联交易的

审议表决后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表决该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其表决程序合法、

规范；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是公司因正

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内容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新增金额和类别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与重要子公司少数股东控制的

企业发生采购商品、原材料，接受劳务，委托加工，承租房屋、设备等日常关联

交易业务，预计累计增加交易金额不超过 1,954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金），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方 

交易

主体 

本次变动

前预计金

额 

本次增

加预计

金额 

本次变动

后预计金

额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21 年实

际发生额 

向关联方

销售商

品、产品 

苏特

轴承 

湖州

新坐

标 

150.00 140.00 290.00 112.83 0 

向关联方

购买商

品、产品 

苏特

轴承 

新坐

标 
810.00 2,050.00  2,860.00  766.18 427.23 

苏特

轴承 

常州

海洛 
2,596.00 -436.00 2,160.00  1,844.03 1,838.56 

启峰

轴承 

常州

海洛 
600.00 180.00 780.00 476.59 396.43 

合计 4,006.00 1,794.00 5,800.00 3,086.80 2,662.22 

接受关联

方的劳

务、服务 

苏特

轴承 

常州

海洛 
200.00 10.00 210.00 121.45 115.48 

苏特 新坐 52.00 0.00 52.00 25.21 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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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方 

交易

主体 

本次变动

前预计金

额 

本次增

加预计

金额 

本次变动

后预计金

额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21 年实

际发生额 

轴承 标 

 合计 252.00 10.00 262.00 146.66 154.31 

向关联方

租入房

屋、设备 

苏特

轴承 

常州

海洛 
25.00 10 35.00 17.56 21.24 

合计 / / 4,433.00 1,954.00 6,387.00 3,363.85 2,837.77 

注 1：上表中 2022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发生的交易金额未经

审计的数据。   

注 2：本次预计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常州苏特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常州苏特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经 2021 年度审计，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海洛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常州海洛”）2021 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超过了新坐标合并报表营业

收入的 10%，所以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22 年认定其为

重要子公司。 

苏特轴承持有常州海洛 49%股份，常州海洛总经理吴亚新为苏特轴承实

际控制人。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苏特轴承认定为关联方。 

营业执照号 91320412776422040G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禾香路 11 号 

成立日期 2005 年 8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931.6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蒋亚电 

经营范围 
精密轴承及各种主机专用轴承、机械零部件、塑料零件、汽车零部件制

造、加工，销售自产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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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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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常州启峰轴承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常州启峰轴承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经 2021 年度审计，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海洛 2021 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超

过了新坐标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 10%，所以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2022 年认定其为重要子公司。 

启峰轴承实际控制人吴金涛系常州海洛总经理吴亚新成年子女。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将启峰轴承认定为关联方。 

营业执照号 91320412MA220QHA3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常州市武进区武进经济开发区霍庄村 

成立日期 2020 年 7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金涛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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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轴承制造；轴承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轴承钢材产品生产；通用设备制造（不含

特种设备制造）；电机制造；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

零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品销售；模具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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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

其他潜在影响其履约能力的重大情形。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和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为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

公平、公正、公开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市场定价原则，经双方协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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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必要的持续性经

营业务，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参考市场定价协商制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会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请各位股东审议。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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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四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一致同意提名徐

纳先生、胡欣女士、姚国兴先生、任海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与经股东大会选举

的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该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总议案和子议案安排如下： 

4.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关于选举徐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2 《关于选举胡欣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3 《关于选举姚国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4 《关于选举任海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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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徐纳先生：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内燃机专业，

EMBA。曾任杭州汽车发动机厂研究所技术部技术员；2002 年创办杭州新坐标

锁夹有限公司，2002 年 7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杭州新坐标锁夹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2010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新坐标董事长、

总经理，杭州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胡欣女士：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国际经济和

贸易专业。曾任杭州汽车发动机厂研究所行政科文员；2002 年创办杭州新坐标

锁夹有限公司，2002 年 7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杭州新坐标锁夹有限公司监事；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2014 年 1 月至今，任

新坐标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新坐标董事、副总经理，杭州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监事。 

姚国兴先生：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

与工商管理专业，中共党员。曾任仓前镇摩托车配件厂内勤职工，余杭县摩托车

配件厂销售员，余杭区仓前镇仓前村村委会副主任；2004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杭州新坐标锁夹有限公司采购部长；2010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新坐

标副总经理，2020 年 1 月至今任新坐标董事、副总经理。 

任海军先生：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机

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曾任 AVL 李斯特技术中心（上海）有限公司高级技术及

客户支持；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新坐标未来阀系研发部部长；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5 月，任新坐标研发总监，2018 年 5 月至今任新坐标董事、研

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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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五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一致同意提名戴

国骏先生、王刚先生、陈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将与经股东大会选举的

非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该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总议案和子议案安排如下： 

5.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 《关于选举戴国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2 《关于选举王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3 《关于选举陈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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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戴国骏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博

士研究生学历，电气工程专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二级教授。曾任深圳市水务局

职员、深圳市社保局科员。1998 年 5 月起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任教，

现任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所长；2018 年起任国家级国际合作基地“脑机协同

智能技术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

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 1 月至今任新坐标独立董事。 

王刚先生：1975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浙江省

海宁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员，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上海海隆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部长、总经理助理，杭州老板家电厨卫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杭州诺邦

无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嵊州市金帝智能厨电有限公司董事，帝泽家用电器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董事，德地氏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杭州老板富创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杭州国光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董事，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帷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上海庆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事，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军先生：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材料

加工专业，教授。1996 年 8 月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塑性成形工程系（2011 年

更名为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研究院）任教，期间 1998 年 4 月至 1999 年 4 月，任

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同时兼任福特汽车公司访问工程师，2013 年 12 月 20 日

至 2020 年 1 月 6 日，任新坐标独立董事。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塑性成形技术与装

备研究院院长，上海模具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市模具行业协

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模具 CAD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塑性工程学报、锻压技术和精密成型工程等期刊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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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六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四届监事会一致同意提名王

兵先生、周娟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现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议案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将与经公司 2022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季红英女士共同组成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 

该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总议案和子议案安排如下： 

6.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01 关于选举王兵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02 关于选举周娟萍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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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兵先生: 1975 年 12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1994 年参加工作，曾任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现任杭州聚

飞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执行经理，杭州聚汇鑫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周娟萍女士： 1979 年 5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注册会计师。2011 年 5 月进入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7 月至今任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