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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2023 年 3 月 3 日，九号有限公司（Ninebot Limited，以下简称“九号公司”或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20），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披露了《存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号有限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 2 次征求存托凭证持有人投票意愿的通

知》（以下简称“《投票通知》”，公告编号：存托人 2023-003）。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九号有限公司经第二次修订及重述的公司章程大纲细则》（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Ninebot Limited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存托凭证持有人的合法权益，除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

证持有人代理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

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无关人员进入会场。 

二、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须在会

议召开前半小时到会议现场办理签到手续，并按规定出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明

文件或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等，上述登记材料均

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复印

件须加盖公司公章，经验证后领取会议资料，方可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由会

议主持人宣布参会人员。 

三、会议按照会议通知上所列顺序逐项审议议案。 

四、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依法享有发

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

有人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公司和其他股东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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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股东大

会的正常秩序。 

五、要求发言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

应当按照会议的议程，经会议主持人许可方可发言。有多名股东及股东代表、存

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同时要求发言时，先举手者发言；不能确

定先后时，由主持人指定发言者。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

持有人代理人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股东大会的议题进行，简明扼要，时间不超

过 5 分钟。 

六、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要求发言时，

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

持有人代理人的发言，在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

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不再进行发言。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

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违反上述规定，会议主持人有权予以拒绝或制止。 

七、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

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所提问题，对于可能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及/或

内部信息，损害公司、股东、存托凭证持有人共同利益的提问，主持人或其指定

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八、存托凭证持有人应按照存托人发出的《投票通知》的要求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参与投票意愿征求，向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如存托凭证持有人未参与投票

意愿征求，也未对存托人做出投票指示的，则该部分存托凭证持有人所持存托凭

证对应的基础普通股视为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存托凭证对应的基础普通

股不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九、存托人将收集到的投票结果发送给境外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

限公司，由境外托管人将投票结果传递至公司，并由股东授权代表根据前述投票

意愿结果填写表决票完成投票表决。公司根据表决结果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十、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十一、开会期间参会人员应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不得随意走动，手机调整为

静音状态，谢绝个人录音、录像及拍照，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或侵犯其他股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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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托凭证持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

处理。 

十二、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产生的费用自行承担。本公司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存

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发放礼品，不负责安排参加股东大会股东

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的住宿等事项，以平等原

则对待所有股东及存托凭证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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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及投票方式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3 月 20 日 14 点 00 分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 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A4 栋 

3、会议召集人：九号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禄峰先生 

5、存托人征求存托凭证持有人投票意愿采用的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

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3 年 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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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会人员签到、领取会议资料、股东及存托凭证持有人进行发言登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宣布股东大会现场出席情况 

（三）宣读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逐项审议会议各项议案 

议案一《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审议发言 

（六）参会存托凭证持有人按照存托人发出的《投票通知》的要求进行网络

投票 

（七）推选现场会议监票人和计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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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网络投票意愿收集完毕，股东授权代表根据前述投票意愿结果填写表

决票进行投票表决 

（九）监票人、计票人统计并宣读计票结果（最终投票结果以公司公告为准） 

（十）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签署会议记录 

（十一）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二）见证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意见 

（十三）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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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 

 

因日常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 2023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上年 2022

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

联人

采购

原材

料 /

软件 

小米集团 1,500.00 0.19% 53.15 1,701.49 0.22% 不适用 

福建云众动

力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00 3.85% 0 6,720.55 0.86% 

因业务发展

需要，采购需

求增加 

重庆虬龙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 0.01% 0 1,172.36 0.15% 

根据业务发

展情况调整 

中科创达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 0.13% 0 686.85 0.09% 不适用 

小计 32,600.00 4.18% 53.15 10,281.25 1.32% -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

品、

商品 

小米集团 110,000.00 12.03% 1,218.76 128,117.70 14.01% 
根据业务发

展情况调整 

福建云众动

力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0.01% 0 169.00 0.02% 不适用 

小计 110,100.00 12.04% 1,218.76 128,286.70 14.03% - 

合计  - 142,700.00 15.60% 1,271.91 138,567.95 15.15% - 

注 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实际发生额以审计报告为准。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同类业务发生额。 

2、本报告中小米集团指 Xiaomi Corporation、小米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主要有小米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小米有品科技有限公司、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小米之家商业有限公司、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深圳小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Xiaomi Technology Netherlands

等。 

3、本报告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指其及其关联公司，主要有重庆创通联达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 

4、上述预计额度允许在同一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进

行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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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

次）2022 年

预计金额 

上年（前

次）2022

年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

软件 

小米集团 6,000.00 1,701.49 

基于双方业务需求，在进

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

主要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

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

限进行预计 

福建云众动力

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 6,720.55 

基于双方业务需求，在进

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

主要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

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

限进行预计 

重庆虬龙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0 1,172.36 不适用 

中科创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 686.85 

基于双方业务需求，在进

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

主要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

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

限进行预计 

小计 16,700.00 10,281.25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小米集团 280,000.00 128,117.70 

基于双方业务需求，在进

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

主要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

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

限进行预计 

福建云众动力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169.00 不适用 

小计 280,200.00 128,286.70 - 

合计 - 296,900.00 138,567.95 -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实际发生额以审计报告为准。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九

号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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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bot Limited 

九号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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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 

 

为满足经营及发展需求，拓展融资渠道，公司及附属企业（包括直接或间接

持股、协议控制的境内外全资、控股子公司）2023 年度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融资额度不超过 60 亿元，最终金额以各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额度为准。

融资期限为自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之日止。融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中长

期借款、融资租赁、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

具体融资额度、期限、利率及担保方式等条件以相关金融机构落实的具体要求为

准。融资期限内，融资额度可循环使用。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融资业务办理手续的及时性，公司拟授权公司董事长

及其授权的公司管理层负责融资事项的具体实施，决定申请融资的具体条件（如

合作金融机构、利率、期限等）并签署相关协议和其他文件。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九

号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8），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Ninebot Limited 

九号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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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用于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存托凭证持有人及存托凭证持有人代理人： 

 

为提高公司及子公司(包括直接或间接持股、协议控制的境内外全资、控股

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最大限度地发挥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的作用，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25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

关文件等。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九

号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Ninebot Limited 

九号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