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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3-007 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拟增加注册资本、修改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 

并变更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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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由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开始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2 年 12 月 5 日收盘后，未转股的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全部被赎回；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5 日期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数为 113,825,018 股，其中因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增加的股本为 104,541,406 股（转股来源为新增股份），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不改变股本的股数为 9,283,612 股（转股来源为回购股份）（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告编号：2022-107 号）。因此上述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2,362,193,251 股

增加至 2,466,734,657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362,193,251 元增加至

2,466,734,657 元。同时，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人力资

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的议案。 

拟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三条 公司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00 万股，

于 2003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2006 年 11 月 15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00 万股。 

2010 年 12 月 29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96.2505 万股。 

第三条 公司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00 万股，

于 2003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2006 年 11 月 15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00 万股。 

2010 年 12 月 29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96.2505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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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6875.5065 万股。 

2014 年 5 月 9 日，经公司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实施公积金转增股

本新增股份 13,791.8785 万股。 

2015 年 9 月 11 日，经公司 2015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实施公积

金转增股本新增股份 82,751.271 万股。 

2017 年 7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118,506,522 股。 

2018 年 5 月 22 日，经公司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送红股新增股

543,910,235 股。 

2020 年 3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7,641,288 股。 

2020 年 12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9,423,233 股。 

2019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因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

1,442,908 股。 

2014 年 1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6875.5065 万股。 

2014 年 5 月 9 日，经公司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实施公积金转增股

本新增股份 13,791.8785 万股。 

2015 年 9 月 11 日，经公司 2015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实施公积

金转增股本新增股份 82,751.271 万股。 

2017 年 7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118,506,522 股。 

2018 年 5 月 22 日，经公司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送红股新增股

543,910,235 股。 

2020 年 3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7,641,288 股。 

2020 年 12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09,423,233 股。 

2019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2

年 12 月 5 日（未转股的公司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已全部被赎回），因可转债转

股新增股份 105,984,314 股。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62,193,251 元。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66,734,657 元。 

第二章 经营宗旨与范围 第二章 经营宗旨与范围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

司经营范围是：光纤光缆、电力电缆，特种

通信线缆、光纤预制棒、光纤拉丝、电源材

料及附件、光缆金具或铁附件、电子元器件、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器件及传感、通信设

备、光纤传感、水声、物联网器件、消防产

品、海洋观测设备、海洋油气设备、环境监

测设备、数据中心机房配套产品（含供配电

设备、空调制冷设备、智能管理监控设备）

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相关系统的施工、

维护、工程项目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通信

工程设计、施工、维护、监理；机电一体化

工程、消防工程、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施

工；建筑智能化设计、施工；弱电智能系统

集成、设计、安装，综合布线工程，通信系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

司经营范围是：光纤光缆、电力电缆，特种

通信线缆、光纤预制棒、光纤拉丝、电源材

料及附件、光缆金具或铁附件、电子元器件、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器件及传感、通信设

备、光纤传感、水声、物联网器件、消防产

品、海洋观测设备、海洋油气设备、环境监

测设备、数据中心机房配套产品（含供配电

设备、空调制冷设备、智能管理监控设备）

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相关系统的施工、

维护、工程项目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通信

工程设计、施工、维护、监理；机电一体化

工程、消防工程、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施

工；建筑智能化设计、施工；弱电智能系统

集成、设计、安装，综合布线工程，通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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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集成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网络工程设

计、安装；废旧金属的收购（含废旧电缆等）；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内外

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固网、移动网络业务代理，接

入网、用户驻地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通

信设施租赁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不含网站接入）；网

络信息安全技术产品开发，数据储存、数据

整理、数据挖掘、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及安装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的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智慧

社区建设及运营；量子通信建设及网络运

营；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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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

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

表销售；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物联网技

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

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5G 通

信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统集成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网络工程设

计、安装；废旧金属的收购（含废旧电缆等）；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内外

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固网、移动网络业务代理，接

入网、用户驻地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通

信设施租赁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不含网站接入）；网

络信息安全技术产品开发，数据储存、数据

整理、数据挖掘、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及安装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的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智慧

社区建设及运营；量子通信建设及网络运

营；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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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

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

表销售；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物联网技

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

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5G 通

信技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

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第三章 股份 第三章 股份 

第十九条   公司的现有总股本为

2,362,193,251 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现有总股本为

2,466,734,657 股，均为普通股。 

第五章 董事会 

第二节 董事会 

第五章 董事会 

第二节 董事会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

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

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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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

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决定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

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七)决定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已回购股份的事项； 

(十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

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

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

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

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

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

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

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决定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

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七)决定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已回购股份的事项； 

(十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

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以及环境、

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等相关专门委员

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

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

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

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

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七章 监事会 

第二节  监事会 

第七章 监事会 

第二节  监事会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

会由 3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人。监

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

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

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

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

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

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

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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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

于 1/3。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

主选举产生。 

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人数为 1

人。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

举产生。 

第十二章 附则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

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

有歧义时，以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

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

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

义时，以在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最近一次核准

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上述修订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增加注册资本、修改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并变

更营业执照等工商备案登记事宜。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三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