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650/900914

证券简称：锦江投资/锦投 B 股

公告编号：2021-005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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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尚需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办理变更登记与备案。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1月29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
到9名。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一、调整公司经营范围
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产业整合方向，公司将依托智能化、数字化、在线化技
术，连接和协同集团内相关产业链优势资源，线上线下融合，打造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
根据上述战略规划，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拟对公司经营范围调整如下：
原经营范围：车辆服务、物流服务（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工、包装及相关信
息处理服务和有关咨询服务；提供供应链、仓储、运输、库存、采购订单的管理和咨询
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技术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旅游服务(非旅行社接待业务)、商务服务、宾馆、物
业管理、办公用房出租、房地产开发经营，提供商场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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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的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工程，网页设计制作，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维护，
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设计，从事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会务会展服务，公关活动策划，体育赛事策划，礼仪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品牌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旅游咨询，票务代理，订房
服务，酒店和餐饮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实业投资，自有设备租赁，广告电视节目
制作，电影发行，电影制片，电子出版物制作，旅行社业务，食品经营，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增值电信业务，车辆服务、物流服务（普通货物的仓储、
装卸、加工、包装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和有关咨询服务；提供供应链、仓储、运输、库
存、采购订单的管理和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技术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
可证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旅游服务(非旅行社接待
业务)、商务服务、宾馆、物业管理、办公用房出租，提供商场的场地。
（具体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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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调整经营范围事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产业整合方向，公司将依托智能化、数字化、在线化技
术，连接和协同集团内相关产业链优势资源，线上线下融合，打造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
根据上述战略规划，以及《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相关规定，为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促进规范运作，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对现行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修改
原章程条款内容
条款
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第
四
条

第
十
一
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 Shanghai Jin Jia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Investment
Co., Ltd.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
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投资官、
首席信息官、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以及
董事会确定的其他人员。

修改后章程条款内容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 Shanghai Jin Jiang Online
Network Service Co., Ltd.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
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投资官、
首席信息官、执行总裁、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以及董事会确定的其他人员。

修改
条款

第
十
四
条

原章程条款内容

修改后章程条款内容

公司的经营宗旨：以城市客运、汽车服务
及国际货运代理业为主，根据市场需求兼
营其它第三产业，为海内外客人提供最佳
的服务，为上海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
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公司的经营宗旨：依托智能化、数字化、
在线化技术，连接和协同集团内相关产业
链优势资源，线上线下融合，打造一站式
生活服务平台。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车辆服务、
物流服务[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工、
包装、配送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和有关咨
询服务；提供供应链、仓储、运输、库存、
采购订单的管理和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
的开发与技术服务(涉及许可凭许可证经
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业务]、旅游服务(非旅行社接待业
务)、商务服务、宾馆、物业管理、办公用
房出租、房地产开发经营，提供商场的场
地。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计算机网
络工程，网页设计制作，计算机软硬件开
发、维护，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设计，
从事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文
化艺术交流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
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
调查，会务会展服务，公关活动策划，体
育赛事策划，礼仪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品牌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旅游咨询，票务代理，订房服务，酒店和
餐饮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实业投资，
自有设备租赁，广告电视节目制作，电影
发行，电影制片，电子出版物制作，旅行
社业务，食品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增值电信业务，车
辆服务、物流服务（普通货物的仓储、装
卸、加工、包装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和有
关咨询服务；提供供应链、仓储、运输、
库存、采购订单的管理和咨询服务，计算
机软件的开发与技术服务(涉及许可经营
的凭许可证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业
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旅游服务(非
旅行社接待业务)、商务服务、宾馆、物业
管理、办公用房出租，提供商场的场地。
（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
围为准）

第
十
五
条

修改
条款

第
三
十
一
条

第
一
百
条

第
一
百
一
十
六
条

原章程条款内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
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
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
益。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
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
受 6 个月时间限制。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股东
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 日内执行。公司董事
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
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
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
……

董事会由 9-13 名董事组成，董事会的具体
人数由股东大会在此区间内确定。董事会
设董事长 1 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1-3 人。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独
立董事。
……

修改后章程条款内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
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
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
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
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的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
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
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
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
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规定执行的，股
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 日内执行。公司董
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
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
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董事无法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
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
公司应当披露。公司不予披露的，董事可
以直接申请披露。
……
董事会由 9-13 名董事组成，董事会的具体
人数由股东大会在此区间内确定。董事会
设董事长 1 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1-3 人，
其中常务副董事长 1 人。公司董事会成员
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
……

修改
条款

第
一
百
二
十
三
条

第
一
百
三
十
四
条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条
十第
二一
条百
四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条

八第
条二
百
零

原章程条款内容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
长履行职务(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
事长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
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公司设首席执行官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公司根据工作需要，由首席执行官提名，
可设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投资
官、首席信息官各一名，副总裁若干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
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应当根据董事会
或者监事会的要求，向董事会或者监事会
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资
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首席执行官必须
保证该报告的真实性。
……
首席运营官协助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公司
的日常运营。首席财务官、副总裁协助首
席执行官管理公司部分经营业务或承担部
分内部管理职能。

……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
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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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上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
中文版章程为准。

修改后章程条款内容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常务副
董事长履行职务；常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
职务(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履行
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
事履行职务。
公司设首席执行官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公司根据工作需要，由首席执行官提名，
可设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投资
官、首席信息官各一名，执行总裁、副总
裁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
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执行总裁应当
根据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要求，向董事会
或者监事会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
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首席
执行官必须保证该报告的真实性。
……
首席运营官协助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公司
的日常运营。首席财务官、执行总裁、副
总裁协助首席执行官管理公司部分经营业
务或承担部分内部管理职能。
……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
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监事应当
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监事无法保证定期报
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
异议的，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
并陈述理由，公司应当披露。公司不予披
露的，监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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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上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
中文版章程为准。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上述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事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其他事项
本次经营范围的调整及《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订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最终核
准结果为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将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