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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须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规范性文件和《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

“《公司章程》”）的要求，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信威集团”）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简称“本次会议”或“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现就有关会议须知通知如

下，望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人员遵守。 

为了及时、准确统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合法的委托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份数，

请登记出席会议的各位股东和委托代理人以及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及

其委托代理人在会议开始前 20 分钟内到达会议地点，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需携带以下证件和文件： 

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本次会议的会议程序及服务等事宜。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同时需遵

守规则，对于干扰股东大会、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本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将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与会股东如要发言，请在本次会议开始后 10 分钟，填写《发言申请登记表》，经

本次会议主持人同意，董事会办公室将按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股东发言。 

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 3 分钟，发言人数不超过 10

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针对股东提问进行统一回答。 

议案表决时，不安排股东发言。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在对表决票上所列

表决事项进行表决时，可以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只能选择其一，

多填、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

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本次会议由四名监票人（由参加会议的见证律师、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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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议案表决的计票与监票工作。 

监票人进行投票清点后，由监票人代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与会股东（或委托代

理人）对表决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点票，会议主持人应当

立即点票。 

投票表决结果宣布后，由会议主持人宣布本次会议决议，并由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二、会议议程 

1、宣布与会股东、委托代理人人数及代表股份数。 

2、审议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1）《关于公司继续为重庆信威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公司为北京信威向广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3、股东发言。 

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回答提问。 

5、议案投票表决。 

1）宣读表决规定 

2）股东（委托代理人）投票 

3）休会检票 

6、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7、休会，等待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8、宣布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9、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三、会议议案 

（1）《关于公司继续为重庆信威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继续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简称“北京信威”）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重庆信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简称“中国

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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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速度及规模、满足资金需求，重庆信威拟继续向中国银行

申请不超过 2.9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拟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60 号 

法定代表人 王靖 

经营范围 通信系统及终端设备、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以及

配件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国家有专项管理规

定的按规定办理）；通信信息系统集成、工程安装、技术

咨询及出口业务；出口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进口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辅助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

件；销售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设备）；其

中，非自产通信设备销售收入不超过总收入的 30%。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重庆信威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08,361.39     808,926.45  

负债总额     919,075.76     929,758.9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6,598.71   96,548.71  

流动负债总额     919,075.76     929,758.98  

资产净额    -110,714.37    -120,832.53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 月至 3 月 

营业收入       1,332.34       2,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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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71,644.97     -10,117.03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重庆信威单户数据。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度财务数

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 3 月 31 日、2019 年 1 月至

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8 月 14 日，重庆信威为买方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保证金合计

617,727,106.20 元被划转，剩余 706,693,202.00 元尚未履约，后续不排除有其他金融机

构扣划保证金进行担保履约的风险。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重庆信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的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继续为重庆信威向中国银行申请不超过 2.9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审议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为重庆信威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的主

债权金额不超过 2.9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1 年。授权公司总裁王靖先生确定担保相

关的具体事宜，并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

以审议。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关于公司为北京信威向广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通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信威”）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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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满足资金需求，北京信威拟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石景山支行（简称“广发银行”）申请不超过 4亿元人民币的普通业务授信额度，品

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拟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7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靖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

品；租赁、维修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生产用户环路通信技术产品及元器件；生产电子产品、无线

通讯设备；专业承包；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

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北京信威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47,764.73    1,846,898.57  

负债总额 
    886,966.06  897,142.0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3,334.43      145,344.11  

流动负债总额 
    674,131.70      684,618.04  

资产净额 
    960,798.67      949,7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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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 月至 3 月 

营业收入 
        28,397.68          1,869.07  

净利润 
    -261,754.40          -10,805.02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北京信威合并数据。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度财务数

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 3 月 31 日、2019 年 1 月至

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8 月 14 日，北京信威为买方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保证金合计

3,251,012,798.48 元被划转，剩余 4,061,702,414.65 元尚未履约，后续不排除有其他金

融机构扣划保证金进行担保履约的风险。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北京信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北京信威向广发银行申请不超过 4亿元人民币的普通业务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审议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向广发银行申请的

总额不超过 4亿元人民币、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的普通业务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权公司总裁王靖先生确定担保相关的具体事宜并代表公司签署

相关合同或协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

以审议。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四、表决规定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事项为： 

（1）《关于公司继续为重庆信威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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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公司为北京信威向广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1）按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2）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在对表决票上所列表决事项进行表决时，可以选

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同时在相应选项下方的单元格中划“√”，只

能选择其一，多填、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

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3）投票结束后，由监票人统计有效表决票。 

2、网络投票：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见 2019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出的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

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

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

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权总数。 

 

五、表决票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 

股东全称  

股票帐号  所持股份数：                  股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继续为重庆信威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公司为北京信威向广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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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人签名： 

 

  

2019 年 8 月 30 日 

六、发言申请登记表 

NO:                    登记时间：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数（股）  

发言要点： 

 

 

 

 

           发言人：（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