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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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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瑞福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 13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124,435,9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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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85.29%。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瑞福及其近

亲属及关联法人为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关联担保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工程项目、贷

款担保 

陈瑞福、焉凤、陈洋、

王园、北京星拓视联文

化传媒服务有限公司 

130,000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0,891,21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陈洋回避表决，陈洋为公司董事、为北京星拓视联文化

传媒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陈瑞福回避表决，陈瑞福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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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洋为父子关系。 

关联股东陈瑞福、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宁波拓诚影

世投资有限公司、陈洋回避表决。陈瑞福持股 11,800,420 股，北京市

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持股 56,505,326 股，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11,844,000 股，陈洋持股 3,395,000 股，合计回避表决股份

83,544,746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星凯

达舞台技术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万元） 

租赁 

公司出租厂房（包括房租、

物业、水电、供暖费等）、设

备给关联方 

北京星凯达舞台技术有

限公司 
1,500 

控股子公司出租设备给关联

方 

北京星凯达舞台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关联销售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服务/销

售商品 

北京星凯达舞台技术有

限公司 
600 

关联采购 
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

联方服务/采购商品 

北京星凯达舞台技术有

限公司 
4,000 

合计   6,200 

北京星凯达舞台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40%的参股公司。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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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114,346,19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北京星凯达舞台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40%的参股公司，李泽

青为北京星凯达舞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关联股东李

泽青回避表决,股份为 10,089,770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载通

视音频广播技术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关联销售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销售商品 

北京载通视音频广播技

术有限公司 
200 

关联采购 
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

服务/采购商品 

北京载通视音频广播技

术有限公司 
200 

合计   400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0,891,21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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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陈洋回避表决，陈洋为公司董事、为北京载通视音频广

播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陈瑞福回避表决，陈瑞福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与陈洋为父子关系。 

关联股东陈瑞福、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宁波拓诚影

世投资有限公司、陈洋回避表决。陈瑞福持股 11,800,420 股，北京市

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持股 56,505,326 股，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11,844,000 股，陈洋持股 3,395,000 股，合计回避表决股份

83,544,746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星光

拓诚投资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租赁 控股子公司出租设备给关联方 
北京星光拓诚投资有限

公司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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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销售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销售商品 

北京星光拓诚投资有限

公司 
200 

合计   500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0,891,21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陈洋回避表决，陈洋为公司董事、为北京星光拓诚投资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陈瑞福回避表决，陈瑞福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与陈洋为父子关系。 

关联股东陈瑞福、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宁波拓诚影

世投资有限公司、陈洋回避表决。陈瑞福持股 11,800,420 股，北京市

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持股 56,505,326 股，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11,844,000 股，陈洋持股 3,395,000 股，合计回避表决股份

83,544,746 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星拓

视联文化传媒服务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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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租赁 

公司出租演播室、设备给关联方 
北京星拓视联文化传媒

服务有限公司 
500 

控股子公司出租设备给关联方 
北京星拓视联文化传媒

服务有限公司 
300 

关联借款 关联方借款给控股子公司 
北京星拓视联文化传媒

服务有限公司 
1,000 

关联采购 
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

服务/采购商品 

北京星拓视联文化传媒

服务有限公司 
300 

关联销售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销售商品 

北京星拓视联文化传媒

服务有限公司 
1,000 

合计   3,100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0,891,21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陈洋回避表决，陈洋为公司董事、为北京星拓视联文化

传媒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陈瑞福回避表决，陈瑞福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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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洋为父子关系。 

关联股东陈瑞福、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宁波拓诚影

世投资有限公司、陈洋回避表决。陈瑞福持股 11,800,420 股，北京市

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持股 56,505,326 股，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11,844,000 股，陈洋持股 3,395,000 股，合计回避表决股份

83,544,746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锐丰

星光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租赁 双方互相租赁设备 
北京锐丰星光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300 

关联销售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销售商品 

北京锐丰星光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1,000 

关联采购 
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

服务/采购商品 

北京锐丰星光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3,300 

北京锐丰星光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37.69%的参股公司。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4,435,96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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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该议案无关联股东，无回避表决情况。 

 

（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星光

毅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租赁 
公司出租厂房（包括房租、物业、

水电、供暖费等）给关联方 

北京星光毅丰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300 

关联销售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销售商品 

北京星光毅丰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400 

关联采购 
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

服务/采购商品 

北京星光毅丰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3,000 

合计 
  

3,700 

北京星光毅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49%的参股公司。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24,435,96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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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无关联股东，无回避表决情况。 

 

（八）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中高

联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关联销售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销售商品 

北京中高联体育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200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0,891,21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陈洋回避表决，陈洋为公司董事、为北京中高联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为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陈瑞福回避表决，陈瑞福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与陈洋为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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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东陈瑞福、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宁波拓诚影

世投资有限公司、陈洋回避表决。陈瑞福持股 11,800,420 股，北京市

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持股 56,505,326 股，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11,844,000 股，陈洋持股 3,395,000 股，合计回避表决股份

83,544,746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星光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租赁 

控股子公司出租设备给关联方 
北京星光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200 

公司出租厂房（包括房租、物业、

水电、供暖费等）、设备给关联

方 

北京星光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00 

关联销售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销售商品 

北京星光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500 

关联采购 
公司接受关联方服务/采购商品 

北京星光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00 

合计 
 

 1,300 

北京星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10%的参股公司。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14,346,19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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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北京星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10%的参股公司，公

司董事、总经理李泽青为北京星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关联股东李泽青回避表决,股份为 10,089,770 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中科芯电半导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租赁 
公司出租厂房（包括房租、物业、

水电、供暖费等）给关联方 

中科芯电半导体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300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0,891,216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陈洋回避表决，陈洋为公司董事、为中科芯电半导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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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陈瑞福回避表决，陈瑞福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与陈洋为父子关系。 

关联股东陈瑞福、北京市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宁波拓诚影

世投资有限公司、陈洋回避表决。陈瑞福持股 11,800,420 股，北京市

大兴星光影视器材设备厂持股 56,505,326 股，宁波拓诚影世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11,844,000 股，陈洋持股 3,395,000 股，合计回避表决股份

83,544,746 股。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北京中

联合超高清协同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发生额

（万元） 

关联销售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服务/销售商品 

北京中联合超高清协同

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3,000 

租赁 
控股子公司出租设备给关联方 

北京中联合超高清协同

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200 

合计   3,200 

北京中联合超高清协同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11.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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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公司。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12,535,54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北京中联合超高清协同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11.00%的

参股公司，公司副董事长赵铭为北京中联合超高清协同技术中心有限

公司董事，关联股东赵铭回避表决，股份数为 11,900,420 股。 

 

三、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