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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除监事李弓外的监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监事李弓认为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

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0年 8月5日上午 7时05分以短信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8月 5日上午 11时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会场设在西宁市

城西区五四西路 57 号 5 号楼 3楼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名，实际参加

监事 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于秀芳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2 票同意，1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取消顺利办信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基本情况 

2020 年 7月 20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股东彭聪及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

提交的《关于提请召开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及相关

议案，提请监事会于 2020 年 8月上旬尽快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采取非累积投

票方式依次审议相关议案。 

2020 年 7月 23 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

开情况进行了披露。 

2020 年 7月 27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股东连良桂、广西泰达新原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顺利办信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及相关议案，提请监

事会在 2020 年 8月 10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

提请免去彭聪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2020 年 7月 28 日，公司监事会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将股东临时提案提请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7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了《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对增加临时提案后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情况进行

了披露。 

结合公司近期实际情况，监事会拟取消原定于 2020 年 8月 10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理由如下： 

（1）公司 2020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中特别提示，提案股东及董事会尚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顺利办信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8 号——股东

大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需要提交

的相关证明文件，在 2020 年 8月 4日前提交至公司监事会。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六十一条规定：董事会不同意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

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规定：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



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8号——股东大会》第一、（一）

3，“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在收到股东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召开股东大会的请

求时，应当及时公告，并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

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8号——股东大会》第一、（二）

2，“监事会召集股东大会的，应当提供曾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但董事会

不同意召集股东大会职责的证明文件，以及召集该次股东大会的监事会决议并公

告。” 

基于上述规定，提案股东彭聪、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应向监事会提供其曾

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但董事会不同意召集股东大会职责的证明文件；董事

会应提交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但截至 2020 年 8

月 4 日 24 时，提案股东未能按要求向监事会提供该证明文件；董事会也未按照

上述规则提供书面反馈意见。基于此，因提案股东及董事会未能按照《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8号——股东大会》等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监

事会的要求，提交关于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需要提交的相关法定证明文件，使得

公司监事会已无法再行召集、召开原定于 2020 年 8月 10日下午 14 时 30 分召开

的临时股东大会。 

（2）2020 年 7 月 27 日，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未经公司合法委托，在公司

监事会未知情且未与监事会进行任何沟通、核实情况下，擅自对公司监事会召集

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合法性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公司信息披露责任

人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对上述法律意见进行了披露。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及信

息披露责任人的上述行为，严重干扰了公司监事会作为召集人的正常履职，相关

法律意见的披露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广大中小股东的合理判断。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规定，监事会作为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已提出由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天津）律师事

务所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但公司投资发展部在 2020 年 8 月 3 日 13



时 42 分发送部分股东及董监高的“顺利办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及会议资料”邮件中，又确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见证机构为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鉴于此，在未经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同意情况下，又擅自委托北京

中伦律师事务所负责见证事宜，将严重干扰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的正常履职，并

将严重扰乱会议秩序和妨碍会议的正常召开。 

基于上述，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经慎重考虑，拟取消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议案表决情况 

监事会主席于秀芳同意，同意理由为： 

（1）在 2020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表决票中，王进监事在表决票中明确提出：

请提案股东和董事会将未能召集、召开临时董事会并做出决议的相关证明文件在

股东大会召开之前提交至公司监事会。此作为能够顺利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前提

条件。 

（2）在 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司公告披露的《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中特别提出，提案股东及董事

会尚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顺利办信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8 号

——股东大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

需要提交的相关证明文件，在 2020 年 8月 4日前提交至公司监事会。 

目前提案股东及董事会没有按照上述法律法规提交法定的证明文件。 

 

监事王进同意，同意理由为： 

监事会召集股东大会的前提为董事会未能召集、召开临时董事会或未作反馈，

截止目前监事会未收到提案股东/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证明文件。 

 

监事李弓先生对上述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如下： 

本人对本次监事会会议及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达强烈的反对，取消



临时股东大会的理由不成立，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做法明显违法，请各位监事不

要突破底线，违法滥用权力。 

（1）议案所提出的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理由牵强附会，均不成立： 

①该议案建议提出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一个理由为：截至 2020 年 8 月 4

日 24 时，提案股东未能按要求向监事会提供其曾向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但

董事会不同意召集股东大会职责的证明文件，董事会未能提交提出同意或不同意

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使得公司监事会已无法再行召集、召开该次临

时股东大会。该理由不仅与事实不符，且与监事会此前决议、公告自相矛盾。 

在 7 月 23 日的公司监事会会议上，监事会主席所宣读的议案非常清楚，股

东彭聪、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7 月 6 日向董事会提交了议案，但董事会未

在 10 日内反馈，该事实已经经过了监事会核实，并作为 7 月 23日监事会决议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事实和依据。当天的监事会以三票同意，认为：“根据《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述相关事实和决议，已经计入监事会会议记录、写入了决议内容并发布了

公告。怎么能出尔反尔的推翻此前监事会决议、否定此前决议呢？ 

因此，我认为，本次会议以上述理由取消临时股东大会完全不成立，既有违

基本事实，也违背了 7月 23 日监事会决议，是拿监事会当儿戏！ 

②该议案提出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二个理由为：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未

经与监事会沟通、核实的情况下，对监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合法性出具意见，

以及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披露了该法律意见书，议案认为该法律意见书及其披露

干扰了监事会作为召集人的正常履职、影响中小股东的合理判断。 

将此作为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理由明显属于牵强附会，也难以自圆其说： 

Ⅰ.经核查，深交所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99号关注函明确要求“请你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你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是否存在影响本次股东大会合法召开的情形及应对措施，并请你公司律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依据监管机构要求，是要求董事会、监事会分别说明，并由公

司委聘律师进行核查并说明意见，公司聘请律师进行核查符合监管要求，且符合

法律规定，无可厚非！ 

Ⅱ.经核查该律所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与监事会决定召集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监事会决议一致，认为监事会召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符合程序规定，论证监

事会决议合法有效的法律意见，从逻辑和事实上都不可能妨碍监事会履职，更不

会影响中小股东的判断！ 

因此，本次议案以上述理由取消临时股东大会是明显牵强附会的借口，完全

不成立。 

③本次议案提出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三个理由为：监事会提出由公司常年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天津）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但公司投资发

展部发送的邮件确定见证律师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并认为将干扰召集人履

职、扰乱会议秩序并因此取消会议。 

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是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并曾见证了 5 月份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并无不可。 

Ⅱ.北京德恒（天津）律师事务所曾于 2020 年 6月 3日出具了《关于顺利办

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未将股东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法律意见》，

该律师事务所认为股东彭聪、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的任免议案不

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暂且不论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是明

显错误的，剥夺了股东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从该法律意见书可以明显看出，

该律所的意见明显与监事会决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行为相矛盾，即该律所对于

监事会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持否定态度，故该律所显然无法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 

因此，公司委托常年法律顾问单位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见证律师

符合法律规定及符合本次会议的实际情况。至于监事会坚持拒绝由公司常年法律

顾问见证股东大会、坚持由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在先出具否定性意见的北京德恒

（天津）律师事务所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系滥用权力，故意阻碍会议。 

退一步讲，即使某些监事认为见证律师不方便其操纵，完全可以提出意见，

提议更换，这也不应成为取消股东大会的理由！ 



综上，本人认为，上述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三个理由，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与

事实，且与我们监事会 7月 23日会议决议自相矛盾，均不成立。 

（2）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行为是非法的，本人强烈反对！ 

截止目前，公司的主要股东彭聪、百达永信投资有限公司、连良桂、广西泰

达新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均向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提交了议案，证明公司主要股东均有强烈意愿支持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而

从公司实际情况看，近期公司的各种纷争，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经营，严重影响

了中小投资者的信心和信任，任由该局面持续将严重伤害公司、伤害中小投资者。

而按照既定议程尽快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行使手中权力，选择信任的

董事、监事，对于公司治理结构改善、公司长远发展均有重大意义。 

建议各位监事本着公司利益至上的原则，继续完成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也算是对全体股东一个交代。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不得延期或取消”，该议案以牵强附会的理由取消股

东大会的做法是违法的； 

依据公司章程第 178 条规定，监事对上市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建议各

位监事慎重行使手中权力，不要违法行事。 

综上，本人认为本次议案理由不符合事实且取消临时股东大会的做法本身违

法，本人对取消临时股东大会做法，强烈反对。如果本次监事会通过该议案，本

人将向监管机构如实反映。 

同时，鉴于监事会两个监事属于本次临时股东会提案被罢免人选，不能排除

借此行使监事权力阻挠股东大会对其罢免议案的表决，所以，如果本次监事会会

议违法通过了本议案，也是无效的，本人会坚决反对，并保留行使监事权力、持

续努力推进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8月 10 日继续召开的权力！ 

再次恳请各位监事以公司发展大局为重、谨慎行使监事权力，确保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正常进行！ 

三、备查文件 

1、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3、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

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 

5、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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