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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一、届  次：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董事会 

三、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7 年 7 月 12日 14 点 00 分 

地点：成都市新都区成发工业园 118号大楼 5号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 7月 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2017年 7月 5日）当天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七、表决办法 

（一）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投票使

用的每一表决票分别注明该票所代表的股份数，投票结果按表决票上注明的股份数统计得

票数。 

（二）特别决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二是特别决议事项，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

议事项。特别决议，应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普通决议，应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三）回避表决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无回避议案。 

（四）表决时，同一表决票对同一个议案只能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

择一种意见，否则作弃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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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其他未尽事宜，详见公司于 2017年 6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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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审议“改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公司的控股股东提名，推荐杨育武同志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人选，不再推

荐刘松同志为公司董事会董事。 

据此，公司拟解任刘松同志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公司对刘松同志在担

任公司董事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临时）会议审查通过，拟选举杨育武同志任公司董事，任期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现提交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杨育武同志简历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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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杨育武同志简历 

男，1961年 11 月生，现年 55岁，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工学博

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83年至 2003年 3月，先后任西安 113 厂军品设

计研究所设计员、室主任、所长助理、总设计师、副所长、所长，113 厂副总

工程师；2003年 3月至 2010年 11月，先后任西控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

事、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科技委主任；2010年 1 月至 2013

年 3月，先后任西控科技董事、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科技委主任、

技术中心主任；2010 年 1月至 2011年 5月，任西控国际董事长；2013 年 8月

至 2014年 1月，任无锡动控副董事长；2010 年 11月至 2017年 5月，任中航

动控董事； 2011年 6月至 2016年 9月 12日，任中航动控副总经理；2013年

3月至 2016年 9月，任中航动控党组书记；2014年 1月至 2017年 5 月，任无

锡动控董事长；2016 年 9月至今，任航发科技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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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的精神，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现拟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序号 
修改

说明 
修改内容 

1 
增加

两条 

第一章 总则 

第十五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及《公司法》，

设立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

的工作经费，充分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公司为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十六条  在公司改革发展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公司党委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履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责任和

党的建设主体责任，在公司改革发展中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

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实

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和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公司

改革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切实加强。 

2 

增加

一

章，

作为

第七

章 

第七章  党的组织 

第一百九十九条  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

党委的设立，由上级党的委员会审批。经公司党委批准，逐级设立党总支部委员

会、支部委员会，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党务工作人员。党的组织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务工作者的待遇和奖惩原则上与同一层次

经营管理人员一视同仁，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公司党的委员会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由党

员大会选举产生。党委、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

后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党的组织工作和自身建设等，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百条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党委委员（常委）

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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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常务委员会）；经理层成员与党

委委员（常委）适度交叉任职；董事长、总经理分设,党委书记、董事长由一人担

任（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在符合条件前提下，经理层成员应与党委委员重合。 

第二百零一条  党委工作应当遵守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 

（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开展工

作，落实党委管党治党责任；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组织的活力和党的团结统一； 

（四）坚持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与公司领导班子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相统

一，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民主程序转化为公司领导班子的决定。 

第二百零二条  党委应当认真履行政治领导责任，做好理论武装和思想政治

工作，负责学习、宣传、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 

第二百零三条  党委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时，应当与《公司法》、《企业国有

资产法》等法律法规相一致。党委的讨论和意见应作为董事会和经理办公会的前

置程序。 

党委讨论和决定下列重大问题： 

（一）需要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下级单位党组织请示报告的

重要事项； 

（二）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 

（三）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

事项； 

（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重要事项； 

（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的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六）在特别重大安全生产、维护稳定等涉及公司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

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七）其他应当由党委讨论和决定的重大问题。 

经理层、董事会审议以下重大问题，应把党委的讨论和意见作为前置程序： 

（一）内部机构设置、职责、人员编制等事项； 

（二）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命、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 

第二百零四条  公司党委的决策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遵循民主集

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健全并严格执行党委议事规则。 

第二百零五条  公司党委切实承担、落实从严管党治党责任，建立健全党建

工作责任制，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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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结合业务分工抓好党建与反腐倡

廉工作。  

第二百零六条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

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 

（一）从严选拔公司领导人员。发挥党组织在选人用人工作中的领导和把关

作用，强化党委、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门）在领导人员选拔任用、

教育培养、管理监督中的责任。 

（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

行使用人权相结合。广开推荐渠道，依规考察提名，依法履行程序。党委对董事

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向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

名人选；会同董事会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集体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建立职业

经理人制度相结合，扩大选人用人视野，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 

第二百零七条  公司纪委按上级纪委（纪检组）、党委有关规定开展工作，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督促

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开展检查监督，查处腐败问题，建

立由纪委牵头，监事会、监察、巡视、审计、法律、组织（人力资源）、风险管理

等部门参加的监督工作会商机制。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顺序及编号作相应调整。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