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源科技 董 监事会换届选举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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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二 00二年六月十五日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浙江国际大酒店召开 2001年度股东大
会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1人 代表股份 136,051,50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9.41%,
符合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章国经先生主持了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审议 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1 通过 董事会 2001年度工作报告  
    赞成 136,051,503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2 通过 监事会 2001年度工作报告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3 通过 200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4 通过 200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5 通过 预计 2002年利润分配政策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6 通过 关于 2001 年度审计报告解释性说明段所涉事项的说明 赞成 136,051,503
股 反对 0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7 通过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2001年度报酬的提案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8 以特别决议通过 修改章程的提案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9 通过公司 治理纲要 及配套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

会议事规则 信息披露责任制度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关联交易决策规则 总经

理工作细则 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  
    以上 9项制度表决结果均为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10 通过 关于 中兴智能楼宇项目 实施情况的提案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11 通过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春富 
朴东国 宋胜利 汪丽萍 陈小蓉 陈建华 陈焕新 章国经 裘树南等 9人为数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王春富 赞成 136,051,50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朴东国 赞成 136,051,50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  
    宋胜利 赞成 136,051,50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100  
    汪丽萍 赞成 136,051,50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100  
    陈小蓉 赞成 136,051,50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陈建华 赞成 136,051,50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100  
    陈焕新 赞成 136,051,50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章国经 赞成 136,051,50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裘树南 赞成 136,051,50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12 通过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会议选举陈钱茂 戴杨等 2人为股东监
事 并与骆金水 翁建华二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陈钱茂 赞成 136,051,503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戴杨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股 弃权 0 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13 通过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王献

范广照等 2人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王献 赞成 136,051,50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范广照 赞成 136,051,50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14 通过 关于对独立董事发放津贴的提案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15 通过 关于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的提案  
    赞成 136,051,503股 反对 0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16 以特别决议通过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补充提案  
    赞成 136,051,503 股 反对 0股 弃权 0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另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公司于 2002年 6 月 5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一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6 通过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补充提

案 1 第四十四条原文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 一 董事人数不足 公司法 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 或者少于 6名董事时
正确的应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 董事人数不足 公司法 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 或者少于 8名董事时 特此更正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邀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会议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承办律师王秋潮 浙



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作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 6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