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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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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3 月 4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19 年 3 月 1 日以专人、邮件、传真等方

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盛丽玲董事长 

6.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对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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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公司发起人及其认购和

出资情况的描述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章程内容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计算机

软件、通信硬件及外部设备。服务：成年人的非

劳动职业技能培训；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设计、

数据处理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

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产品、通信设备、

医疗仪器设备、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成果转让；设计、安装：计算机网络工程，通信

设备工程；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通信硬件

及外部设备；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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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

为准）。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生

产：计算机软件、通信硬件及外部设备。

服务：成年人的非劳动职业技能培训；

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设计、数据处理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

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产品、

通信设备、医疗仪器设备、系统集成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增值

电信业务；设计、安装：计算机网络工

程，通信设备工程；批发、零售：计算

机软件、通信硬件及外部设备；其他无

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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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

经营范围为准）。 

第十九条  公司发起人及其认购的股份数、

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为： 

公司由 11个发起人组成： 

发起人一：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杨军 

法定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18号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2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5%，已足额缴纳。 

发起人二 ：程德生 

        家庭住址：杭州市西湖区湖畔花园太子

苑 22幢 

    身份证号码：330719196604120014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1199.9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4.00%，已足

额缴纳。 

发起人三 ：盛丽玲 

家庭住址：杭州市西湖区湖畔花园太子

苑 22幢 

身份证号码：330719196602090229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992.5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9.85%，已足

额缴纳。 

发起人四 ：黄旱青 

        家庭住址：浙江省义乌市柳园 3号楼 

第十九条  公司发起人共 11 名，

各发起人及其认购的股份数及持股比

例为： 

1、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认缴出资 2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45%； 

2、程德生认缴出资 1199.9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4.00%； 

3、盛丽玲认缴出资 992.5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9.85%； 

4、黄旱青认缴出资 149.82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3%； 

5、汪苑认缴出资 125.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2.5%； 

6、叶秀琴认缴出资 102.27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05%； 

7、张卫星认缴出资 100.4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00%； 

8、宋国彩认缴出资 67.5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1.35%； 

9、康力认缴出资 5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0.10%； 

10、徐顺认缴出资 5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0.10%； 

11、王永根认缴出资 2.5 万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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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号码：330725196912260024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149.8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已足额缴

纳。 

发起人五 ：汪苑 

        家庭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白石二

道 8 号中信红树湾花城 11幢 601室 

        身份证号码：440301196812125688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12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已足额

缴纳。 

发起人六 ：叶秀琴 

    家庭住址：杭州市下城区皇亲苑 17幢 2

单元 702室 

    身份证号码：330719195512030228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102.27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5%，已足

额缴纳。 

发起人七：张卫星 

    家庭住址：杭州市拱墅区莫干新村 10

幢 2 单元 501室 

    身份证号码：430104196408062511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100.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0%，已足额

缴纳。 

发起人八 ：康力 

    家庭住址：杭州市西湖区求是村 73 幢

207室 

    身份证号码：330106194505290428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10%，已足额缴纳。 

发起人九 ：徐顺 

    家庭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

道万源路上田小区 9幢 506室 

    身份证号码：330325197502281810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10%，已足额缴纳。 

发起人十 ：宋国彩 

    家庭住址：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九房桥

村 

    身份证号码：330125197701263729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6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5%，已足额缴

纳。 

注册资本的 0.05%。 

上述发起人的出资方式均为以确

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均已足额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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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十一 ：王永根 

    家庭住址：杭州市西湖区翠苑新村三区

78幢 2单元 202室 

    身份证号码：33022619760330383X 

以确认的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方式认缴

出资 2.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05%，已足额缴

纳。 

股东以非货币方式出资的，应当依法办妥财

产权的转移手续。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日常运营所

需资金的情况下，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购

买额度不超过拟购买当日货币资金总额的 50%。 

公司授权总经理在上述范围内对理财投资进行决策；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操

作，并指定专人对理财产品进行持续跟踪、分析，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确保资

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自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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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定于 2019年 3月 22 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