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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 3月 15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 3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现场会议地点: 国机通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参会人员：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 

主持人：董事长陈学东 

内  容： 

一、全体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到； 

二、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三、宣读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四、选举会议监票人； 

五、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1 《关于变更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 《关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的议案》 

六、现场股东开始逐项审议并表决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填写在议案表决书上； 

七、休会，统计现场投票结果并等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结果； 

八、复会，总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 

九、董事会秘书宣读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参会人员发言； 

十二、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 

十三、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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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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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股东大

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特制定本会议规则。 

一、本次会议的组织方式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陈学东先生主持。 

2、出席本次会议的是截止 2017 年 3 月 7 日下午 3: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和本公司董事、监事、

见证律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3、本次会议行使《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大会的职权。 

二、会议的表决方式 

1、本次会议议案表决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的平台，股东可以在交

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

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方式详见公司于 2017年 2月 28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17-005号公告。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按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

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3、本次会议对所列议案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4、本次会议现场方式采用记名填表投票方式表决。全部议案宣读后，开始填票

表决，由监票人收集《议案表决书》，并进行汇总后统计投票结果。 

5、本次会议设总监票人一名，由本公司监事担任；设监票人二名，由股东代表

担任。总监票人和监票人负责议案表决时的票权统计核实，见证律师见证统计过程，

总监票人、监票人和见证律师共同在《议案表决结果记录》上签名。 

6、议案表决结果由总监票人当场公布并宣布该议案是否通过。 

http://www.sse.com.c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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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和注意事项 

1、出席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 

2、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手示意，得到会议主持人

的同意后发言。 

3、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行使好表决权。 

 

 

 

 

 

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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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之一 

 

关于变更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大家好！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

5 号）的相关要求，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

据此确定了统一委托的 2016 年度决算外部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范围，由

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未入选。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并经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聘任会计

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6）。 

近日，公司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公司的业务沟

通函称：“由于我所首次承接贵公司业务，且承接时间较晚，因本所的年

度审计计划已预先安排，根据初步了解的贵公司 2016 年度年报审计工作

量，我所难以抽调足够的审计人员完成审计工作，对此深表歉意”。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

5 号）的相关要求及国机集团的年报审计统一安排，国机集团经审查，认

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年度审计的

能力，符合开展国机集团审计业务的条件。综合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同意

国机通用改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作为 2016 年度审计机

构。 

鉴于上述情况，因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务繁忙及人

员安排等方面的原因难以抽调足够的审计人员完成公司审计工作，为了保

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审计质量，拟对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进行变更。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连续担

任公司 2012 年——2015 年四个年度的审计机构，其在审计过程中勤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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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辛勤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审计工作，公司拟聘请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

期限一年，2016 年年度审计总费用仍为 53 万元。 

本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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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之二 

 

关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的议案 

 

各位股东： 

大家好！ 

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4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向合肥市土地储备中心申请土地收储的议案》，并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经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就公司位于合肥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南、天都路西的 200 亩出让工业用地向合肥市土地储

备中心申请收储。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上海证券报》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4-034 号）及 2014 年 8 月 22 日公司《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3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 号）、《合肥市土地

储备实施办法》（合肥市人民政府令第 138 号），以及国家和地方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合肥市土储中心就公司使用的位于合肥市经开

区莲花路 593 号，面积为 133334.35 平方米（合 200 亩），东至天都路，

北至繁华大道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收储。2016 年 12 月 28 日，公

司与合肥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了《合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

（合土储收【2016】第 90 号），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双方 

土地收回方：合肥市土地储备中心 （以下简称甲方） 

地  址：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 1800 号国土规划大厦   

土地被收回方：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  址：合肥市经开区莲花路 593 号 

2、收回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情况 

（1）位于合肥市经开区莲花路 593 号，面积为 133334.35 平方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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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亩），东至天都路，北至繁华大道。 

（2）截止合同签订之日，收回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的具体情况

如下： 

1）收回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合经区国用（2002）第

053 号，图号为 3-11-5-4,3-11-4-3,3-11-5-1,3-11-4-2，证载土地用途为工业。

乙方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为出让。 

2）收回土地范围内，地上建（构）筑物的总建筑面积为 61727.64 平

方米。其中, 具有《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面积为 43006.8 平方米，产权

证号为房产权合产字第 403460 号和房产权合产字第 403461 号；具有合法

建设批准文件或按有关规定认定的面积为 18720.84 平方米。 

3、收回土地补偿费 

甲方支付乙方收回土地补偿费总额为人民币：叁亿捌仟陆佰叁拾万柒

仟壹佰肆拾柒元柒角整（¥ 38630.71477 万元），由土地补偿费和土地前期

开发费用两部分组成。（其中，含需要支付给相关企业补偿款约 900 万元。） 

4、支付方式 

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按以下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向乙方支付收回

土地补偿费用： 

分三期支付补偿费用。 

5、收回土地前期开发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由乙方负责地上建（构）筑拆除、土方清运、

场地平整、封闭围墙建设。 

6、土地交付的标准与时限 

（1） 净地交付。 

（2）乙方在合同签订后 9 个月内向甲方交付土地，甲方实地验收。 

7、双方的权利义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收回土地补偿费。 

（2）在乙方按本合同的约定要求交付土地时，及时组织验收土地，

并委托乙方对收回土地进行管护。 

（3）向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收回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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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变更（转移）或注销登记手续。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交付收回土地。 

（2）在本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将收回土地范围内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原件）、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与收回土地相关的

文件、图纸等资料交付甲方，并保证所提供证书、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根据甲方要求，配合甲方向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土地及

地上建（构）筑物的权属变更（转移）或注销登记手续。 

（4）厂房拆除后由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无偿看护至

实际交付受让人之日止。 

8、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合同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如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须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该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国机通用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