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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OBUY GROUP
科 通 芯 城 集 團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00）

(1)於2022年6月10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2)非執行董事退任

及

(3)委任執行董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在科通芯城集團（「本公司」）於 2022年 6月 10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
日期為 2022年 4月 28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列的全部建議決議案均已進行投票表決。

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考慮及採納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本

公司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董事報告與核數

師報告。

990,184,362
(100.000%)

0
(0.000%)

2. 重選胡麟祥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989,754,436
(99.957%)

429,926.00
(0.043%)

3.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各自的薪酬。 990,184,362
(100.000%)

0
(0.000%)

4 (a) . 委任郭莉華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990,184,362
(100.000%)

0
(0.000%)

4 (b) .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郭莉華女士之薪酬。 990,184,362
(100.000%)

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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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4 (c) .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主席或任何執行董事代表本公司

與郭莉華女士簽立服務協議。

990,184,362
(100.000%)

0
(0.000%)

5. 續聘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核數師，任期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

止，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990,184,362
(100.000%)

0
(0.000%)

6.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回購不多於本決議案

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 %的本公司股

份。

990,184,362
(100.000%)

0
(0.000%)

7.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處理不

多於本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
的本公司額外股份。

984,366,977
(99.412%)

5,817,385.00
(0.588%)

8. 根據第 7項決議擴大授予本公司董事的一般授權，
以發行、配發及處理本公司的額外股份，以計入本

公司根據第 6項決議案項下回購股份的一般授權所

回購的股份總數。

984,366,977
(99.412%)

5,817,385.00
(0.588%)

9. 授予本公司董事發行、配發、安排轉讓及以其他方

式處理不多於本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3%的股份且與本公司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有

關之特別授權。

984,402,977
(99.416%)

5,781,385.00
(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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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0. 批准將本公司的英文名稱由「CogobuyGroup」更改為

「 Ingdan, Inc.」，並將本公司中文雙重外文名稱由「科

通芯城集團」更改為「硬蛋創新」，並授權任何一名

或多名本公司董事或公司秘書為實施及使建議更改

公司名稱生效，或在與實施及使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生效有關連之情況下，作出其認為必要、權宜或適

宜之一切有關行動、契據及事宜及簽立一切有關文

件以及作出所有有關安排，以及代表本公司處理任

何必要之註冊及╱或備案。

990,184,362
(100.000%)

0
(0.000%)

11. 在第 10項決議案項下之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的前

提下，批准採納本公司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並授

權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或公司秘書作出所有該等行

動及安排以實施採納本公司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

則。

984,366,977
(99.412%)

5,817,385.00
(0.588%)

* 上述第6至11項決議案之全文載列於日期為2022年4月28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附註：

(a) 由於第 1項至第 9項之各項決議案已獲超過50%票數表決贊成，故所有有關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

議案。

(b) 由於第 10項及第11項之各項決議案已獲超過 75%票數表決贊成，故所有有關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特別

決議案。

(c)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410,139,732股。

(d) 賦予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表決之本公司股份總數為1,410,139,732股。

(e)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規定，概無股份賦

予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須於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f)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 3 –



(g)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之受託人香港中央證券信託有限公司及匯聚信託有限公司並無就根據信託所持有的

任何股份行使投票權，並因而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第9項決議案放棄投票。

(h)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 4月 28日之通函（「通函」）內表明其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的意願。

(i) 本公司核數師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員並已將投票表

決結果概要與本公司收集的投票表格作比較。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所履行的工作

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所進行

的鑒證工作，亦不包括對有關法律詮釋或投票權利事宜提供任何保證或意見。

(j) 本公司全體董事均以親身或電子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非執行董事退任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倪虹女士（「倪女士」）已退任非執行董事，以便投

放更多時間處理其個人事務，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起生效。

倪女士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且概無任何有關其退任之事宜須促請本公司股東及

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藉此機會向倪女士為其於任職期間為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委任執行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郭莉華女士（「郭女士」）已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郭女士的履歷詳情及其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 (2)條須予披露的資料，請參閱通函。於本公告

日期，該等資料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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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熱烈歡迎郭女士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科通芯城集團

主席、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康敬偉

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2022年6月10日

於本公告日期及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執行董事為康敬偉先生、胡麟祥先生及郭莉華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葉忻先生、馬啟元博士及郝純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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