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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本公司 2017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

事效率，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

关规定，制定如下规定：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法人

单位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等证件，经验证合格后领取股东大会资料，方

可出席会议。 

二、股东请按时进入会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入座。 

三、大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权额不记入表决数。特殊

情况，应经大会工作组同意并向见证律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数。 

四、与会者要保持会场正常秩序，会议期间不要大声喧哗，请关闭

手机或将其调至静音状态。 

五、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

表决权等各项权利，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每位股东发言限

在 5分钟内，以使其他股东有发言机会。 

六、本次大会表决，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

会议的表决采用按股权书面表决方式，网络投票表决方法请参照本公司

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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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加现场会议的法人股股东，如有多名授权出席会议的代表，

均应推举一名首席代表，由该首席代表填写表决票。 

八、现场会议按《公司章程》规定，推选计票、监票人选。表决结

果由计票监票小组推选代表宣布。 

九、对违反本会议须知的行为，董事会秘书和大会工作人员应予及

时制止，以保证会议正常进行，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 

十、其他未尽事项请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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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1、会议开始，宣布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2、宣布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法； 

3、审议会议各项议案； 

4、与会股东发言和提问，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解答； 

5、推举计票监票小组成员； 

6、股东投票表决； 

7、休会（统计投票结果，含网络投票结果）； 

8、复会，宣布会议表决结果、议案通过情况； 

9、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10、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1、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在会议记录和决议上签字； 

12、宣布会议结束。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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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之 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单独或合并持股 3％以上股份的股东和

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选举蔡中堂、刘国田、王

永刚、王建波、尚金瑞、高振强、吕海鹏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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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蔡中堂，男，汉族，1964年 2月出生，籍贯江苏丰县，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历任石臼港建设指挥部干

部、港站筹备组技术员、团支部书记；石臼港务局铁道运输处技术员、

团总支书记；日照港铁路运输公司办公室主任、团总支书记；日照港铁

路运输公司副经理；日照港务局通信信息中心主任；日照港务局副局长；

烟台港务局副局长；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日

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日照港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国田，男，汉族，1968年 2月出生，籍贯山东莒南，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办事员、书记员、法警、经二

庭助理审判员、办公室副主任；日照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农工委主任、党委副书记；日

照市经济开发区农工委党委书记、北京路街道党委书记；日照市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委员、政法委书记；日照市岚山区委委员、常委、开发区政

法委书记、区政府副区长、党组副书记；岚山经济开发区管委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正处级）；岚山区蓝办主任；日照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现任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日照

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永刚，男，汉族，1960年 10月出生，籍贯山东青州，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政工师。历任石臼港建设指挥部安装办干部；

石臼港装船队筹备组成员兼指挥部机关团委书记；石臼港务局团委书

记；日照港务局动力公司党委书记；日照港务局卫生环保处处长、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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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日照陆桥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原名）董事、总经理，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现任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建波，男，汉族，1961年 7月出生，籍贯山东文登，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石臼港建设指挥部干部；石臼港务局

电站干部；石臼港务局煤炭作业区安全技术室主任；石臼港务局煤炭装

卸公司安全技术科科长；日照港务局第一装卸公司主任工程师、副经理；

日照港务局生产业务处处长；日照港务局第二装卸公司经理；日照陆桥

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原名）第二装卸公司经理；日照陆桥港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第二装卸公司经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现任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尚金瑞，男，汉族，1964年 2月出生，籍贯山东临沂，中共党员，

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岚山港

务管理局港监船检员；岚山港务管理局船检科副科长、科长；岚山海上

安全监督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岚山港务管理局副局长；日照陆桥港业

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原名）第二装卸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日照

陆桥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装卸公司经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现任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振强，男，汉族，1964年 12月出生，籍贯山东临沭，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山东省沂南县城关中学教师；工商银行山东省临沭

县支行科员、沭水路储蓄所主任；日照市审计局科员；日照市经济责任

审计办公室企业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日照市审计局副调研员、党组

成员。现任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日照港股份有限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600017）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9 

公司董事。 

吕海鹏，男，汉族，1969 年 5 月出生，籍贯河北阜城，大学本科

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

师、土地估价师、期货分析师。历任兖矿集团职工大学经济系教师；兖

矿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副科长；山东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兖矿

集团有限公司资本部科长、改制办公室主任经济师、投资部副部长、财

务管理部副部长、资本管理中心副主任、资本管理中心部务委员（正部

长级）。现任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金谷裕丰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说明：上述董事候选人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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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之 二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拟选举杨贵鹏、方登发、梁上上、洪晓梅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相

关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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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贵鹏，男，汉族，1972年 12月出生，籍贯河北涿州，大学本科

学历，学士学位，注册会计师。历任北京望达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中洲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中天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天华会计

师事务所合伙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主管合伙人。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间任中国证监会创业板部第三届发审委委员。现

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SH.600409）、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SZ.000959）独立董事。 

方登发，男，汉族，1967年 10月出生，籍贯湖北洪湖，中共党员，

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学位，律师。历任北京化工二厂公司法务；北京

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中伦金通

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现任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日

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梁上上，男，汉族，1971 年 1 月出生，籍贯浙江新昌，中国民主

同盟成员，博士研究生，法律博士学位，教授。历任浙江大学法学院助

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任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康隆达

特种防护科技有限公司（SH.603665）、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SH.603311）独立董事。 

洪晓梅，女，汉族，1957年 9月出生，籍贯福建长泰，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海洋地质高级工程师。历任渤海石油公司地

质服务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中法渤海地质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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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外联络部、办公厅、国际部(外事局)处

长、海洋石油外国人就业办公室主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国际部顾问；

中富城乡综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现任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说明：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除特别说明外，无兼职其他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职务；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曾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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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之 三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单独或合并持股 3％以上股东提名，拟

选举丛冠华、李怀任、秦生、张晓祥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另，经 2017年 6月 28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张茂宗、

张春生、吕佐武为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为止。 

附：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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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丛冠华，男，汉族，1960年 3月出生，籍贯山东宁阳，中共党员，

党校研究生，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历任莱钢莱芜铁矿、莱钢集团公

司办公室、企业管理部、资本运营部/外派董事办公室副科长、科长、

副部长/副主任；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同时担任

山东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山东钢铁集团淄博张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山钢金融控股（深圳）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山钢金控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山东冶金烟台宾馆总经理、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山东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山东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怀任，男，汉族，1973年 12月出生，籍贯山东临沂，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历任淄博矿业集团光正公司

会计、财经部主管会计、成本会计、副经理；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审计部主审（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现任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审计法务部副部长，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秦生，男，汉族，1981 年 2 月出生，籍贯吉林，中共党员，研究

生学历，硕士学位，工程师、经济师。历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电产

品进出口办公室 办事员、主管；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拓展部经理；华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四部经理。现任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拓展部高级副经理，兼任华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业务四部副总经理。 

张晓祥，男，汉族，1972年 10月出生，籍贯山东聊城，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日照港务局财务预算部出纳、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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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预算部资产管理科副科长；山东港湾建设

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港务分公司计划财务科

科长；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预算部会计核算科科长、财务管理科科

长、副部长。现任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部长。 

 

说明：上述监事候选人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