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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的

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

本须知： 

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

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董事、

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中介机构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入

场，对于干扰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

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四、股东到达会场后，请在签到处签到。股东签到时，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法定代表人

身份的有效证明，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

账户卡。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股东账户卡；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 14:00 正式开始，要求发言的股东应在

会议开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秘书处按股东持股数排序发言，股东发言时应向大

会报告所持股数和姓名，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发言时请简短扼要，对

于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无关的发言及质询，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有权要求股东停止

发言。 

七、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表决，请与会股东认真填写表决票，大会表决期间，股东不得再进行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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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大会表决票清点工作由四人参加，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推选两名股东代表、

一名监事和一名律师组成，负责计票、监票。 

九、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十、本公司将严格执行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

以维护其他广大股东的利益。 

十一、公司董事会聘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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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1月 11日（星期五）14：00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二环北路 1号公司 A楼国际会议厅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阿裕先生 

会议主要议程： 

一、会议签到，发放会议资料 

二、大会主持人宣布股东到会情况，宣布会议开始 

三、宣读大会议案内容： 

议案一：《关于变更董事会成员数量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四、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六、计票人、监票人统计表决结果 

七、监票人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八、大会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十、大会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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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变更董事会成员数量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同时考虑到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变更

董事会成员数量，由 7名董事增加至 9名，其中独立董事数量保持不变为 3名。

同时，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7 / 13 
 

议案二：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按程序进行换届选

举工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独立董事

3名，任期自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根据控股股东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推荐，提名陈阿裕先生、沈冬良先生、

杨刚先生、周伟成先生、陈彬先生、陈一铖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

何处罚和惩戒。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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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阿裕，男，1962 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长、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喜临门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绍兴喜临门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绍兴家天和家居生活

广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局主

席、浙江天仁合艺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浙江喜临门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喜临门家私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绍兴市喜临门家俬

有限公司经理等职务。同时担任浙江省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浙江省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家具协会软垫专业委员会

主席、全国家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家具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民营企

业发展联合会副会长等。 

沈冬良，男，1971 年 11 月出生，EMBA，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

任公司副董事长。曾任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采购部经理。2003

年，其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国家标准《软体家具弹簧软床垫国家轻工行业标准

（QB1952.2-2004）》的起草，并担任技术组组长。2006年，其主持成功设计中

国第一条全自动床垫生产流水线并投产。 

杨刚，男，1978 年 5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总裁。曾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

秘书、喜临门北方区销售总监、喜临们学院执行院长、华汇集团人力总经理、绍

兴文理学院教师等职。 

周伟成，男，1964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浙江晟喜华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浙江绿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浙江广厦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青年时报》社董事长；浙江卫

视新闻中心副主任、浙江卫视周末版总监、浙江卫视广告部主任、浙江广电集团

6频道总监。  

陈彬，男，1977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司法职

业资格，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曾任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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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 

陈一铖，男，1989年 3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公司总裁助理。曾任多快好省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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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按程序进行换届选

举工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独立董事

3名，任期自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根据控股股东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推荐，提名何元福先生、王浩先生、陈

悦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

任何处罚和惩戒。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现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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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何元福，男，1955 年 3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教授级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2012 年 1 月退休。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并同

时担任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德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作银行独立董事，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浙江省财政厅会计管理处主任科员，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浙江省

财政干部教育中心主任，浙江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副校长等职务。 

王浩，男，1974 年 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深圳市杰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曾任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销售经理及分

公司总经理、深圳世纪海翔投资集团投资总监。 

陈悦天，男，1986 年 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宁波辰海星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海脉文化传播

（上海）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声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原际画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辰海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南通妙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曾任摩根士丹利信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赛博艾坚特（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分公司投

资经理，创新工场投资总监，鼎晖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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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按程序进行换届选

举工作。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由 3名董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 名、职工代

表监事 1名，任期自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根据控股股东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推荐，提名陈岳诚先生、蒋杭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以上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后，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 

上述监事候选人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

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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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陈岳诚，男，1982 年 1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喜临门北方家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公司制造中心总

监、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杭州分公司经理、采购部经理、总裁办

副主任。 

 

蒋杭，男，1976 年 8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公司监事、技术中心总监。曾任喜临门北方家具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公

司软床车间主任、床垫车间主任、生产部经理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