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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430         证券简称：中凯股份        主办券商：德邦证券 

 

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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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于 2017年 9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 2017年 9月 10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公司现有董事 5人，实到 5

人。会议由董事长屠瑜权主持，监事 3人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

议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屠瑜权为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10月届满，提名选举屠瑜权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 

屠瑜权：屠瑜权先生，男，汉族，出生于 1957 年 11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1999 年至 2008 年 10 月，在浙

江中凯电器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08年 10月至今，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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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8年 11月，获得温州

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1年 9月，获温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01 年 11 月，获温州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2001 年 12 月，获乐清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7 年 10 月，获温州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08 年 3 月，被乐清市人民政府评为 2007 年度乐清市先进生产者；

2008年至 2017年 9月，参与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共计 51项，（其

中发明 17 项，实用新型项 14，外观 20 项），参与获软件著作权 11

项。截止本报告日，屠瑜权先生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及被执

行联合惩戒的情况。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回避表决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郭其一为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10月届满，提名选举郭其一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 

郭其一：郭其一先生，男，汉族，出生于 1961 年 6 月，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

年至 2014年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兼上海研发部部长。2015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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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协助总经理管理上海分公司和上海研发部工

作。 2011年 10至今，为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三届董事会

董事。截止本报告日，郭其一先生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及被 

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回避表决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屠旭慰为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10月届满，提名选举屠旭慰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 

屠旭慰：屠旭慰先生，男，汉族，出生于1981年3月，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先后担任市场部副经理，市场部

经理等职。2014年5月任公司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分管市场营销和

销售管理工作，2017年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全面协助总经理工作，

分管公司市场营销工作。为推进公司市场营销业务的开展，拼搏进取、

努力探索公司市场发展新途径，新思维。2011年至今，为公司第二、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截止本报告日，屠旭慰先生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

行人名单及被 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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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回避表决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田新疆为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10月届满，提名选举田新疆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 

田新疆：田新疆先生，男，土家族，出生于 1972年 3月，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硕士。1992年至 1999年，在长征电

器公司永佳电器厂，任设计科副科长，1999年至 2001年，在上海电

器科学研究所，任设计师，2001年至 2015年，在厦门宏发集团宏美

公司，任技术中心主任、副总工，2015年至 2016年，在厦门联容电

控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长期从事低压电器的研发、技术管理、公

司战略规划、精益设计、精益生产等，在接触器产品研发、控制与保

护开关电器研发、断路器产品研发、漏电保护产品研发，获得和申请

国家专利 20多项，获得国外专利 2项。2016年至今，任浙江中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现任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

程师和质量总负责人，2017 年 3 月，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截

止本报告日，田新疆先生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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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的情况。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回避表决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黄世泽为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10月届满，提名选举黄世泽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 

黄世泽：黄世泽先生，男，汉族，出生于 1983 年 6 月，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1 年至 2014 年，在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院做博士后，2014年至今，任同济大学助理教授。2008年至今，

曾任中凯电器项目经理、公司技术中心副经理，现任公司技术顾问，

具体主持公司多个研发项目—中凯 KB0 系列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的

研发、制造；采取多种技术方法和手段，如仿真技术、智能化软件开

发与控制等，其中“大容量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F225 该产品是目

前国际上 CPS 大类产品电流等级最大、分断能力高、体积小、 结构

紧凑、技术先进的新技术产品，是 CPS 大电流技术的重大突破，是

中凯股份的一项重大创新。2015年至 2016年，获中国消防协会两项

优秀论文奖，2016年获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优秀论文奖。2014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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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截止本报告日，黄世泽先生不存在被列入

失信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回避表决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对《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1、原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五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 3935万元。 

修改为： 

公司现有注册资本为 3935万元人民币，其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3000万

元人民币。 

2、原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十七条为“公司原有股东（发起人）、股份数、

出资额等……到 2016年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变更过程。 

修改为： 

公司设立时公司发起人及其认购股份数、出资额等股权状态。删除股

权变更过程。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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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表决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朱阳啸员工离职公司不回购其股份的议案》 

议案内容：朱阳啸员工于 2017 年 4 月离职，公司有权选择以一定的

价格回购该员工所持股份，但在回购实施过程中因对《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规则、制度的理解不

够充分，在与主办券商沟通中确认目前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没有相应的制度和实施细则，回购股份股权激励具体操作存在障碍，

因此本次公司选择不回购该员工的所持股份，由其解锁后自由转让。 

公司一直同主办券商为离职员工股份回购事项进行专项咨询，以及与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等有关方面作相关沟通，公司争取早日依法合规地解决回购股份

事宜，但在制度和实施细则出台之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回避表决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召开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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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内容： 

公司决定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1:30 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中需经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

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回避表决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中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