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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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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29日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路 67号五号楼首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晓聪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会议召开无需相关部门批准和履行必要程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0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7,668,4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2%。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出席 5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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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及授权总经理签署对外投资设立

子公司相关文件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分别在江门市蓬江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凡科科

技（江门）有限公司、在佛山市南海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繁科信息科技（佛山）

有限公司、在长沙市开福区设立全资子公司长沙繁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分别为人民币 50 万元，公司授权总经理签署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相关行政文

件及办理相关事项,目前上述子公司已经设立完成，现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追

认。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7,66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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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20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原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其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

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对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的辛勤工作和良好的服务表示诚挚的感谢。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公司战

略规划，经综合评估，决定改聘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 2020年审计机构。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7,668,40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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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任期三年。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即将届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合法合规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拟提名刘晓聪

先生、麦忠先生、江杰先生、柳捷先生、刘锐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任期三年，上述董事候选人均为连选连任人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即自然终

止。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晓聪先生、麦忠先生、江杰先生、柳捷先生、

刘锐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为董事适当人选。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7,66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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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总经理签署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相关文件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授权总经理签署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不

含参股公司）相关文件及办理相关事项，总经理签署对外设立子公司（不含参

股公司）金额单笔最高不得超过 200万元(含 200万元)，累计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该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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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7,66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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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公司监事会合法合规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拟提名黄亭曼、潘静霞女士为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三届监事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以及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即自然终止。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黄亭曼、潘静霞女士不存在 《公司法》中不得

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为监事适当人选。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7,66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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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六）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内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晓聪、麦忠、江杰、柳捷、刘锐强，由

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产生，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黄亭曼、潘静霞，由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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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产生，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止。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三 关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 

27,668,402 100% 当选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五 关于监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 

27,668,402 100% 当选 

 

三、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议案生效情况 

姓名 职位 职位变动 生效日期 会议名称 生效情况 

刘晓

聪 

董事 任职 2021年 3

月 29日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麦忠 董事 任职 2021年 3

月 29日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江杰 董事 任职 2021年 3

月 29日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柳捷 董事 任职 2021年 3

月 29日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刘锐

强 

董事 任职 2021年 3

月 29日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黄亭

曼 

监事 任职 2021年 3

月 29日 

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潘静 监事 任职 2021年 3 2021年第二次 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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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 月 29日 临时股东大会 

 

 

四、备查文件目录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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