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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493        证券简称：珠海港信        主办券商：国信证券 

 

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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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开始时间：2017年 11月 30日 9时 30分 

结束时间：2017年 11月 30日 10时 30分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规定，

不需要其他相关部门批准和履行必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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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11 月 23 日，股权登记日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有此权利，在股权登记日卖出

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七)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提名人选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提名人选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内容请参考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刊载于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5)、《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6)。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

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代理人本人身

份证、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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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记时间: 2017年 11月 30日，上午 9:00-9:30 

（三）登记地点: 

公司会议室 

四、其他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珠海市九洲大道中 1146号海珠大厦 4楼  

传真：0756-8134614 

会议联系人：余筱妍 

电话：0756-8134614 13926908998 

电子信箱：yuxiaoyan@zphit.com  

(二)会议费用：参会人员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三)临时提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

议》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

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确认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

公司的时间为准，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临时提案请于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十日前书面提交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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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 

 

 

 

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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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 

兹 委 托 先 生 / 女 士                   （ 身 份 证

号：                             ）代表我出席珠海港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中列明事项、

议案、决议等进行表决，有权代表我签署公司会议决议及其他有关文

件。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有/无）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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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任董事候选人简历 

 

欧辉生，男，1970年 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高级经济师、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2011年 12月毕业于湖南大

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主要工作经历:曾任广东美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珠海醋酸纤维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珠海

市正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总经

济师助理，珠海市汇畅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功控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珠海功控玻璃纤维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

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裁,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3

年 6月至今，任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法定代表人，珠海

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2014年 11月

27日至今，任本公司职董事长。 

公司已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对

欧辉生进行了是否为失信主体的核查，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欧辉生持有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股本 0%。欧辉生为公司控股

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欧辉生与持有本

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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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峰，男，1967年 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经济师。2004年 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珠海研究生研修班企

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主要工作经历:曾任职珠海经济特区东方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会计、内审员、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珠

海丽宝生化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内审员，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察员，深圳市汇华集团有限公司企管部部长，珠海市功业控股有限

公司财务部财务经理，珠海功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珠海经济

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部部长。2010年 9月至今，任珠海

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投资发展部总经理、企业

管理部总经理、财务部总经理、助理总经理，2013年 6月至今任珠

海市港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2014

年 11月 27日至今，任公司董事。 

公司已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对

黄文峰进行了是否为失信主体的核查，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黄文峰持有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股本 0%。黄文峰与持有本公

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

2001年至 2007年 3月任粤富华董事，2007年 1月担任粤富华资金部

部长，主要负责粤富华整个集团的资金结算和银行融资，在粤富华任

职期间因存在内幕交易行为于 2010年受中国证监会处罚，没收内幕

交易违法所得 48,819.02元，并处以 48,819.02元的罚款。 

 

刘博韬，男，1979年 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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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2月毕业于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市场营销管理专业，研究

生学历。主要工作经历:曾任职中国珠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船务部，

珠海富华复材（功控玻纤）海外市场部经理、市场部经理，海航大新

华南方公司项目部高级主管，海航新生支付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2014年 1月至今，

任珠海港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5年 12

月至今，任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2016年 7

月 29日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公司已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对

刘博韬进行了是否为失信主体的核查，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刘博韬持有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股本 0%。刘博韬与持有本公

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振洋,男，1969年 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高级程序员。1991年 7月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计算机与自动化

系计算机专业，本科学历。主要工作经历:曾任职珠海港九洲港货运

有限公司程序员,珠海国际货柜码头（九洲）有限公司电脑室主任、

工程部助理经理、副经理、经理，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副

经理、工程部主管，2009年 8月至 2014年 11月，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总经理。2014年 4月至今，任珠海南方能源化工品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14年 11月 27日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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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 

公司已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对

钟振洋进行了是否为失信主体的核查，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钟振洋持有公司股份 2,040,000股，占公司股本 4%。钟振洋与

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宋锴林, 男，1980年 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4年 1月毕业于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学历。主

要工作经历:曾任职珠海市千层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珠海市

诚锴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

业管理部主管、经理、副总经理。2014年 1月至 2014年 11月，任

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 11月 27日至今，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公司已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对

宋锴林进行了是否为失信主体的核查，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宋锴林持有公司股份 1,530,000股，占公司股本 3%。宋锴林与

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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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冼亮，男，1979 年 3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

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法学专业，本科学历。主要工作经历:曾

任职珠海市公共汽车公司办公室、企管部，中共珠海市委办公室信息

调研科，珠海市港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助理主任，珠海港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助理、副主任，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办公室主任、法务部总经理。2015 年 6 月至今，任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2016 年 4 月至今，任珠海港恒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 年 8 月至

今，任珠海港保税仓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珠

海港物流园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珠海港物

流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年 6月 30日

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公司已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对

冼亮进行了是否为失信主体的核查，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冼亮持有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股本 0%。冼亮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江俐，女， 1971 年 5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3年 7月，毕业于石油大学机械系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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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主要工作经历:曾任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乌鲁木齐石油化工

总厂设备技术员及造价工程师，中化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费控经理。

2013年 12月至今，任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2015

年 11月至今，任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公司贵

州昌明国际陆港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公司已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对

朱江俐进行了是否为失信主体的核查，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朱江俐有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股本 0%。朱江俐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