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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567        证券简称：中科云投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中科云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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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内容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

修订对照如下： 

原规定 修订后 

无 第十一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

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

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

动，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齐配强党务工作

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无 第十二条  本章程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

构、公司、党委（党总支、党支部）成员、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十二条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

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软件

开发、软件咨询；企业管理；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会议服务；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第十四条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

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软件

开发、软件咨询；企业管理；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会议服务；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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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销售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金属矿石、

非金属矿石、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

通讯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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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销售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金属矿石、

非金属矿石、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

通讯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房地产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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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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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公司设立时股份总数为 7000万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序

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1 汤世生 3438.90 49.13% 

2 薛迪 1701.10 24.30% 

3 北京九州

合众资产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000.00 14.29% 

4 彭小红 200.00 2.86% 

5 梁赓 180.00 2.57% 

6 殷越 180.00 2.57% 

7 李秀华 150.00 2.14% 

8 聂爽 100.00 1.43% 

9 李淑玲 50.00 0.71% 

 合  计 7000.00 100.00% 

截止 2018年 10月 30日，公司各股东的

姓名或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如下： 

第二十条  公司设立时股份总数为 7000万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序

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1 汤世生 3438.90 49.13% 

2 薛迪 1701.10 24.30% 

3 北京九州

合众资产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000.00 14.29% 

4 彭小红 200.00 2.86% 

5 梁赓 180.00 2.57% 

6 殷越 180.00 2.57% 

7 李秀华 150.00 2.14% 

8 聂爽 100.00 1.43% 

9 李淑玲 50.00 0.71% 

 合  计 7000.00 100.00% 

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各股东的

姓名或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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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1 汤世生 2579.18 33.8474% 

2 薛迪 1694.20 22.2336% 

3 北京九州

合众资产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000.00 13.1234% 

4 云南省信

息产业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859.73 11.2825% 

5 彭小红 200.00 2.6247% 

6 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

账户 

181.50 2.3819% 

7 殷越 180.00 2.3622% 

8 梁赓 180.00 2.3622% 

序

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1 云南省信

息产业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3048.00 40.0000% 

2 薛迪 1694.20 22.2336% 

3 北京九州

合众资产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000.00 13.1234% 

4 汤世生 390.90 5.1299% 

5 彭小红 200.00 2.6247% 

6 殷越 180.00 2.3622% 

7 
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

账户 

179.68 2.3581% 

8 梁赓 174.61 2.2915% 

9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

账户 

151.75 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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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

账户 

152.20 1.9974% 

10 李秀华 150.00 1.9685% 

11 联讯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16.80 1.5328% 

12 聂爽 100.00 1.3123% 

13 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97.40 1.2782% 

14 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

账户 

59.30 0.7782% 

15 李淑玲 50.00 0.6562% 

16 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

做市专用

证券账户 

11.90 0.1562% 

10 李秀华 150.00 1.9685% 

11 粤开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05.20 1.3806% 

12 聂爽 100.00 1.3123% 

13 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97.40 1.2782% 

14 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

账户 

63.17 0.8290% 

15 李淑玲 50.00 0.6562% 

16 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 

14.50 0.1903% 

17 石志勇 12.80 0.1680% 

18 杨开选 3.50 0.0459% 

19 四川信托

有限公司

－皓熙新

三板 1号

集合资金

1.30 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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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韩永杰 3.60 0.0472% 

18 四川信托

有限公司

－皓熙新

三板 1号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90 0.0381% 

19 钱祥丰 0.70 0.0092% 

20 王谦 0.30 0.0039% 

21 宋晓英 0.20 0.0026% 

22 北京正博

通达科技

有限公司 

0.10 0.0013% 

 合  计 7620.00 100.00% 

 

信托计划 

20 傅晓军 1.00 0.0131% 

21 钱祥丰 0.70 0.0092% 

22 李荣国 0.50 0.0066% 

23 王谦 0.30 0.0039% 

24 宋晓英 0.20 0.0026% 

25 王琴 0.10 0.0013% 

26 北京正博

通达科技

有限公司 

0.10 0.0013% 

27 陈世盈 0.04 0.0005% 

28 王玉宝 0.026 0.0003% 

29 黄培生 0.02 0.0003% 

 合  计 76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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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党组织及党的工作机构 

第九十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设立中国共产党中科云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支部”）。 

第九十一条  公司党支部履行下列职责。 

（一）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服务公司生

产经营，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重大部署在公司的贯彻执行，确保公司坚持

改革发展正确方向； 

（二）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加

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

导； 

（三）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四）挥选人用人中的把关作用，加强

对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 

（五）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作，加强党

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

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六）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

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七）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八）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

议的执行情况，督促董事会中的党员落实党

组织的决定； 

（九）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有关重要

决定、决议及工作部署； 

（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

作出关于维护党的纪律的决定； 

（十一）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

监督； 

第五章 党组织及党的工作机构 

第九十二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对企业的

全面领导。 

第九十三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

行）》和有关规定，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设

立中科云投党支部（以下简称“公司党支

部”）。同时，根据相关规定设立支部委员

会。 

第九十四条  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者党

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3年。任期

届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选举。 

第九十五条  支部委员会由 3至 5人组成，

最多不超过 7人，设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纪检委员等，必要时可设 1名副

书记。 

第九十六条  坚持和完善 “双向进入、交叉

任职”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支部委员会成员

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

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

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支

部。 

第九十七条  公司党支部发挥领导作用,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

企业重大事项。主要职责是： 



公告编号：2020-030 

（十二）按照职责管理权限，检查和处

理公司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

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

分； 

（十三）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

党员的权力； 

（十四）应当由公司党组织履行的其他

职责。 

第九十二条  公司党支部的委员人数按上级

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等有关规定选举产生或任命。公司坚持和完

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符合条

件的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

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保证党组织

作用在决策层、监督层、执行层有效发挥作

用，并严格执行企业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制

度。 

第九十三条  公司党支部设专门的党务工作

岗位，同时设立工会等群众性组织。党组织

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

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

司管理费中列支，党务工作人员和同级经营

管理人员享受同等经济待遇。 

第九十四条  公司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

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司务公开、业

务公开，落实职工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企业在重大决策上要听取

(一)加强企业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落

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始终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党的理论，贯

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监督、保证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在本企业

贯彻落实； 

(三)研究讨论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

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

法行使职权； 

(四)加强对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

关，抓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人

才队伍建设； 

(五)履行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领导、支持内设纪检组织履行监督执纪问责

职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

设，团结带领职工群众积极投身企业改革发

展； 

(七)领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

建设、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企业工会、共青

团、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 

公司党支部对企业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

究把关，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主要职责是： 

(一)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

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团结带领职工群众完成

本单位各项任务。 

(二)按照规定参与本单位重大问题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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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

须经过职代会审议。 

策，支持本单位负责人开展工作。 

(三)做好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服务

和发展党员工作，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组织

党员创先争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四)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推动解决职工

群众合理诉求，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领

导本单位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团组

织，支持它们依照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地开展

工作。 

(五)监督党员、干部和企业其他工作人

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财经人事制

度，维护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六)实事求是对党的建设、党的工作提

出意见建议，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重要情

况。按照规定向党员、群众通报党的工作情

况。 

第九十八条  公司党支部要全面落实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严肃

党的组织生活，做好发展党员等日常管理工

作。 

第九十九条  公司党支部根据企业职工人数

和实际需要,配备一定比例专兼职党务工作

人员。严格落实同职级、同待遇政策,推动党

务工作人员与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双向交流。

通过纳入管理费用、党费留存等渠道，保障

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并向生产经营一线倾

斜。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否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二、修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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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增加房地产经纪业务的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相关

公司章程； 

根据集团相关要求，更新公司章程中股东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根据集团推进“党建入章”工作的通知要求，修订公司章程中“第五章 党

组织及党的工作机构”章节相关内容，并在总则中予以体现； 

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为准。 

 

三、备查文件 

《中科云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中科云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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