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会议议程  

 

时间：2017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3：00 点 

地点：公司办公楼 101 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 郭海荣 

会序 议      题 预案执行人 

一 介绍到会股东情况 董事长 郭海荣 

二 
审议公司转让四家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董  秘 熊  俊 三 

审议公司继续履行对肃北县博伦矿

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博伦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四 审议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 与会股东划票表决 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六 宣读法律意见书 顾问律师 任 萱 

七 宣读股东会决议 董   秘 熊  俊 

 



 

议案一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四家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董事会委托，下面作《公司转让四家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有效改善公司经营局面，本着“缩减产业、精干主业”的发展原

则，公司拟适度缩减产业规模，拟向控股股东—西钢集团转让所持有的

肃北博伦 70%股权、哈密博伦 100%股权、格尔木西钢矿业 100%股权、祁

连西钢矿业 100%股权，以便进一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做精做强钢铁

主业。 

西钢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35.37%)，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西钢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369,669,184股，

持股比例为35.37%，符合《上市规则》第10.1.3.(一)条规定: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西宁市柴达木西路52号 

法定代表人：杨忠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79,420万元 

实际控制人：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金属压延加工；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及配件

批零；科技咨询、技术协作；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专项审批除外）批

零；原材料的采购供应；矿产品（仅限零售）及装卸；冶金炉料加工；

建材批零；水暖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不含锅炉）；橡胶、塑料制品加工

销售；碳素制品再生利用；机电产品、设备及配件批零；五交化产品批

零及维修等。 

经审计，西钢集团截止2016年12月31日的资产总额为283.12亿元，

负债总额为225.82亿元，净资产为57.31亿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73.95

亿元，利润总额1.31亿元。 

西钢集团近三年主要业务正常开展，经营持续平稳进行。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公司所持有的肃北博伦 70%股权、哈密博伦 100%股权、

格尔木西钢矿业 100%股权、祁连西钢矿业 100%股权。 

类别：出售资产(公司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肃北博伦 70%股权、哈密博伦

100%股权、格尔木西钢矿业 100%股权、祁连西钢矿业 100%股权，以上

四家公司产权清晰,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3.标的公司情况说明 

（1）肃北博伦 

注册资本：人民币 9,243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1 日 

注册地点：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七角井矿区 

经营范围：铁矿和钒矿开采、加工、销售、矿山技术服务、矿产品

经营、矿山设备、配件及机电产品经营（不包括小轿车）。 

肃北博伦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肃北博伦 70%股权，甘

肃威斯特矿业勘查有限公司持有肃北博伦 30%股权，目前该公司运营正

常，开展的各项工作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2）哈密博伦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9 月 29 日 

注册地点：新疆哈密地区哈密市天山北路 

经营范围：铁矿的开发与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科技

咨询服务；矿产品的销售。 

哈密博伦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该公司运营正常，开展的各项

工作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3）格尔木西钢矿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1 月 11 日 

注册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建设中路西侧北段 

经营范围：矿产品开发（不含开采、勘探）；矿山技术服务；矿产

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矿山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销售。 

格尔木西钢矿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该公司运营正常，开展

的各项工作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4）祁连西钢矿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8 月 14 日 

注册地点：青海省祁连县八宝东路 

经营范围：矿产品开发（不含开采、勘探）；矿山技术服务；矿产

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矿山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销售。 

祁连西钢矿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该公司运营正常，开展的

各项工作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4.标的公司股东 

本公司持有肃北博伦 70%股权、哈密博伦 100%股权、格尔木西钢矿

业 100%股权、祁连西钢矿业 100%股权。 

5.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1）肃北博伦主要财务指标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瑞华专审字〔2017〕48050007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肃北博伦资产总额为 350,796.17



 
 

万元,负债总额 292,577.30 万元，净资产 58,218.87 万元；2016 年度营

业收入 34,974.87万元，净利润-10,656.72 万元。 

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肃北博伦资产总额为 348,905.1万元，负

债总额 295,237万元，净资产 53,668.1 万元；2017 年 1--8 月营业收入

28,215.24 万元，净利润-4,500.12万元。 

（2）哈密博伦主要财务指标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瑞华专审字〔2017〕48050008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6年 12 月 31 日，哈密博伦资产总额为 85,076.98

万元,负债总额 64,613.65 万元，净资产 20,463.33 万元；2016 年度营

业收入 6,310.92 万元，净利润-3,557.47 万元。 

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哈密博伦资产总额为 87,630.33万元，负

债总额 68,958.82 万元，净资产 18,671.52 万元；2017 年 1--8 月营业

收入 7,224.22 万元，净利润-1,751.80万元。 

（3）格尔木西钢矿业主要财务指标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瑞华专审字〔2017〕48050006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格尔木西钢矿业资产总额为

15,590.27 万元,负债总额 26,417.04 万元，净资产-10,826.77 万元；

2016年度净利润-1,968.61 万元。 

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格尔木西钢矿业资产总额为 15,232.54

万元，负债总额 27,927.58 万元，净资产-12,695.04 万元；2017 年 1--8

月净利润-1,868.27万元。 

（4）祁连西钢矿业主要财务指标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瑞华专审字〔2017〕48050005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祁连西钢矿业资产总额为 222.53

万元,负债总额 23.53 万元，净资产 199万元；2016 年度净利润-0.6 万

元。 

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祁连西钢矿业资产总额为 1,632.39 万元，

负债总额 1,433.78 万元，净资产 198.61 万元；2017 年 1--8 月净利润

-0.39 万元。 

6.担保情况 

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减少合并方。经查，

截止 2017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为肃北博伦已实际发生担保额

60,997.50 万元，为哈密博伦已实际发生担保额 11,316.47 万元。 

鉴于公司为肃北博伦、哈密博伦提供担保的协议尚未履行到期，为

保证肃北博伦、哈密博伦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公司拟继续履行股权转

让以前形成的担保协议。 

(二)关联交易价格定价方法 

1.肃北博伦 

（1）本次收购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2017 年 8月 31 日。 

（2）采用的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3）本公司以现金、票据、往来款等方式出售肃北博伦 70%股权，

出售价格依据对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经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科华公司”)评估并出具“中科华评报字〔2017〕第 144 号”评

估报告，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肃北博伦总资产账面值 348,905.10

万元，评估价值 409,695.48万元，增值 60,790.38 万元，增值率 17.42%；



 
 

总负债账面值 295,236.99 万元，评估值 295,128.49 万元，减值 108.50

万元，减值率 0.04%；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 53,668.11 万元，评估

值 114,566.99 万元，增值 60,898.88万元，增值率 113.47%。 

2.哈密博伦 

（1）本次收购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2017 年 8月 31 日。 

（2）采用的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3）本公司以现金、票据、往来款等方式出售哈密博伦 100%股权，

出售价格依据对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经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科华公司”)评估并出具“中科华评报字〔2017〕第 145 号”

评估报告，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哈密博伦总资产账面值 87,630.33

万元，评估值 112,949.19 万元，增值 25,318.86 万元，增值率 28.89%；

总负债账面值 68,958.81万元，评估值 68,892.69 万元，减值率 0.10%；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 18,671.52万元，评估价值 44,056.50 万元，

增值 25,384.98万元，增值率 135.96%。 

3.格尔木西钢矿业 

（1）本次收购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2017 年 8月 31 日。 

（2）采用的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3）本公司以现金、票据、往来款等方式出售格尔木西钢矿业 100%

股权，出售价格依据对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经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科华公司”)评估并出具“中科华评报字〔2017〕第 147 号”

评估报告，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格尔木西钢矿业总资产账面值



 
 

15,232.54 万元，评估值 28,137.89 万元，增值 12,905.35 万元，增值

率 84.72%；总负债账面值 27,927.58万元，评估价值 27,927.58 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12,695.04 万元，评估值 210.31 万元，增值

12,905.35 万元，增值率 101.66%。 

4.祁连西钢矿业 

（1）本次收购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2017 年 8月 31 日。 

（2）采用的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3）本公司以现金、票据、往来款等方式出售祁连西钢矿业 100%

股权，出售价格依据对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经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科华公司”)评估并出具“中科华评报字〔2017〕第 146 号”

评估报告，截止 2017年 8月 31 日，祁连西钢矿业总资产账面值 1,632.39

万元，评估价值 13,447.69 万元，增值 11,815.30 万元，增值率 723.80%；

总负债账面值 1,433.78 万元，评估价值 1,433.78万元；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账面值 198.61 万元，评估值 12,013.91 万元，增值 11,815.30 万

元，增值率 5,949.00%。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待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关联方西钢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一)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转让方：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 标的股权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为甲方所持有的肃北博伦70%股权，哈密博伦

100%股权、格尔木西钢矿业100%股权、祁连西钢矿业100%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肃北博伦的股权结构变更为：甲方不再持有

股权，乙方持股比例为70%；哈密博伦的股权结构变更为：甲方不再持

有股权，乙方持股比例为100%；格尔木西钢矿业的股权结构变更为：甲

方不再持有股权，乙方持股比例为100%；祁连西钢矿业的股权结构变更

为：甲方不再持有股权，乙方持股比例为100%； 

3.转让价款及支付 

（1）肃北博伦转让价款 

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10月20日所出具“中科华

评报字〔2017〕第144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甲乙双方以标的股权

评估价值为依据，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捌亿零壹佰玖

拾陆万玖仟元整（CNY:801,969,000.00元）。 

（2）哈密博伦转让价款 

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10月20日所出具“中科华

评报字〔2017〕第145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甲乙双方以标的股权

评估价值为依据，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肆亿肆仟零伍

拾陆万伍仟元整（CNY:440,565,000.00元）。 

（3）格尔木西钢矿业转让价款 

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10月20日所出具“中科华

评报字〔2017〕第147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甲乙双方以标的股权

评估价值为依据，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贰佰壹拾万肆



 
 

仟元整（CNY:2,104,000.00元）。 

（4）祁连西钢矿业转让价款 

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10月20日所出具“中科华

评报字〔2017〕第146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甲乙双方以标的股权

评估价值为依据，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壹亿贰仟零壹

拾肆万元整（CNY:120,140,000.00元）。 

本公司持有的肃北博伦70%股权、哈密博伦100%股权、格尔木西钢

矿业100%股权、祁连西钢矿业100%股权合计出售价款人民币壹拾叁亿陆

仟肆佰柒拾柒万捌仟元整（CNY:1,364,778,000.00元）。 

本次股权转让所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尚须取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

的核准。 

4.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其他条款另有规定外，如果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某

项主要义务或以其他方式对本协议构成重大违反，则另一方可以： 

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说明违约的性质以及范围，并且要求违约

方在通知中规定的合理期限内自费予以补救。但是如果一方在本协议所

做的任何保证和承诺在任何实质方面不真实、不正确，或者实质违反本

协议的规定，则无补救期。 

如果违约方未在补救期内予以补救，或者如果无补救期，那么在该

等违约后的任何时候，非违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其所遭受的实际损

失。 

5.保证和承诺 

（1）甲方保证和承诺： 



 
 

①其依法具有完全及独立的行为能力，具有转让本协议项下标的股

权的资格。 

②所转让的标的股权由其合法持有，其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其

应履行的出资等义务已经完全及时履行。 

③在本协议签订时至本协议履行完毕前，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利

受限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设定质押或涉及诉讼、仲裁、行政或司法处罚、

行政或司法强制、权属争议、权利主张等事项；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使

乙方遭受指控或实质的损害；否则，甲方无条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经

济和法律责任。 

④已经取得本次股权转让的必要授权和同意，并且将根据本次股权

转让的需要，适时取得必要的授权和同意。 

⑤不与任何其他第三方进行以转让标的股权为目的的活动。 

（2）乙方保证和承诺： 

①其依法具有完全及独立的行为能力，具有受让本协议项下标的股

权的资格。 

②其将依法和本协议各项条款之约定，严格履行其作为本协议之受

让方所应履行的全部义务，依约定程序及方式履行与本协议项下有关的

法律手续，并承担与此有关的法律责任。 

6.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双方履行完毕公司决策及报

批手续后生效。 

(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要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需在会前

得到地方政府国资监管部门的批复认可后方可实施，且需办理相应的工



 
 

商变更登记事项。根据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协议约定，在上述程序全

部履行后，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重资产运行局面将得到一定改善，盈利能力

得到提升，有利于公司抵御信用风险，保证公司平稳、持续、健康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肃北博伦、哈

密博伦、格尔木西钢矿业、祁连西钢矿业将不再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做强做精钢铁主业，促

进公司轻资产化运作，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7年11月20日 

 



 
 

议案二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继续履行对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博

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董事会委托，下面作《公司继续履行对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所持有的肃北博伦70%股权和哈密博伦100%股权转让给控

股股东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钢集团公司”），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肃北博伦、哈密博伦股权，西钢集团公

司持有肃北博伦70%股权、哈密博伦100%股权，肃北博伦、哈密博伦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止2017年10月31日，公司对肃北博伦实际

提供的担保金额 60,997.50万元，对哈密博伦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

11,316.47万元，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担保。其中担保期限为：2017年

11月到期17,500万元，2018年1月到期13,497.50万元，2018年4月到期

10,000万元，2018年7月到期5,000万元，2018年8月到期10,000万元，

2018年9月到期1,316.47万元，2018年10月到期5,000万元，2018年11月

到期5,000万元，2018年12月到期5,000万元。 

为保证肃北博伦、哈密博伦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经2017年11月

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继续履行对肃北

博伦、哈密博伦的原担保协议。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情况 

（一）肃北博伦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9,243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1日 

法定代表人：于斌 

注册地点：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七角井矿区 

经营范围：铁矿和钒矿开采、加工、销售、矿山技术服务、矿产品

经营、矿山设备、配件及机电产品经营（不包括小轿车）。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瑞华专审字〔2017〕48050007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肃北博伦资产总额为 350,796.17

万元，负债总额 292,577.30 万元，净资产 58,218.87 万元；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34,974.87 万元，净利润-10,656.72 万元。 

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肃北博伦资产总额为 348,905.1万元，负

债总额 295,237万元，净资产 53,668.1 万元；2017 年 1--8 月营业收入

28,215.24 万元，净利润-4,500.12万元。 

（二）哈密博伦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1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9月29日 

法定代表人：于斌 

注册地点：新疆哈密地区哈密市天山北路 



 
 

经营范围：铁矿的开发与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科技

咨询服务；矿产品的销售。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瑞华专审字〔2017〕48050008号”

审计报告，截止2016年12月31 日，哈密博伦资产总额为85,076.98万元，

负债总额64,613.65万元，净资产20,463.33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

6,310.92万元，净利润-3,557.47万元。 

截止2017年8月31日，哈密博伦资产总额为87,630.33万元，负债总

额68,958.82万元，净资产18,671.52万元；2017年1--8月营业收入

7,224.22万元，净利润-1,751.80万元。 

三、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继续履行对肃北博伦、哈密博伦的原担保协议。同时西钢集

团公司承诺：西宁特钢对肃北博伦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60,997.50万

元；对哈密博伦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11,316.47万元。如果西宁特钢因

前述担保事项承担担保责任的，西宁特钢有权要求西钢集团公司全额

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肃北博

伦、哈密博伦不再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继续履行对肃北博伦、哈密博伦的原担保协议，并随着相关

债务的到期而解除。肃北博伦、哈密博伦信用状况良好，相关担保带

来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不会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及中小投资者



 
 

的利益。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目前，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外提供担保累计总额度为 200,900 万

元，实际发生额为 153,067.35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3.27%。 

除此之外，公司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对外担保。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7年11月20日 

 

 

 

 

 

 

 

 

 

 

 

 



 
 

议案三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董事会委托，下面作《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请各

位股东审议。 

（一）第一处修改 

将：“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规范公司

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独立董事制度》）和其它有关规定，制定本章

程。” 

修改为：“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规范

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独立董事制度》）、《中国共产党章

程》（以下简称《党章》）和其它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二）第二处修改 

将：“第十六条  公司中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活动，依照《中国

共产党章程》办理。” 



 
 

修改为:“第十六条  公司根据《党章》和《公司法》规定，设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

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

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三）第三处修改 

将：“第二十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特殊

钢冶炼及压延、来料加工、副产品出售；机械设备 、工矿、冶金及其

它配件、工具的铸造、锻压、加工、焊接；机电设备制造、安装、修理

及调试；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门座起重机、桅杆起

重机、旋臂式起重机、升降机、轻小型起重设备、缆索起重机、机械式

停车设备安装、维修；煤气、蒸气、采暖供销；煤焦油、炉灰渣、钢、

铁、铜屑销售；水电转供；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冶金产品检验（依据证

书附件认可范围为准）；五金、矿产、建材、废旧物资销售；给排水、

电、气（汽）管理施工；工业炉窖；工程预算、决算、造价咨询；技术

咨询、培训、劳务服务；溶解乙炔气、压缩气体(氧、氩、氮气)；科技

咨询服务、技术协作；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气瓶检验服务、会议

展览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热轧棒材、钢筋(坯)的生产及销售，经

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

铁合金、钢铁材料、冶金铸件等冶金产品及冶金炉料、辅料产品的加工

销售、硼酸、硫酸亚铁的加工销售；铁艺、铝合金门窗、涂料、白灰、

水泥加工销售；普通货运；矿渣微细粉的生产、销售；矿渣免烧砖的生

产及销售；炼铁业粉尘的处理及销售；包装袋、石棉制品、耐火材料、

帐篷、篷布、机电产品备件、五金结构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百货、电脑耗材、暖气片销售；室内装饰装潢；矿产品；各类再生资源

的收购、销售、加工利用；黑色和有色金属废料及制品；报废的机械设

备和机电设备（不含废旧汽车）、做废旧物资处理的仓储积压产品、残

次品回收（加工）；废旧轮胎、橡胶的加工利用；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

承包叁级；工程机械及配件销售；销售医用氧气钢瓶、氧气袋、氧气表；

销售工业氧气表、氧气带、氧气枪；销售旅游用便携式氧气罐、停车服

务等。” 

修改为: “第二十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特殊钢冶炼及压延、来料加工、副产品出售；机械设备 、工矿、冶金

及其它配件、工具的铸造、锻压、加工、焊接；机电设备制造、安装、

修理及调试；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门座起重机、桅

杆起重机、旋臂式起重机、升降机、轻小型起重设备、缆索起重机、机

械式停车设备安装、维修；煤气、蒸气、采暖供销；煤焦油、炉灰渣、

钢、铁、铜屑销售；水电转供；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冶金产品检验（依

据证书附件认可范围为准）；五金、矿产、建材、废旧物资销售；给排

水、电、气（汽）管理施工；工业炉窖；工程预算、决算、造价咨询；

技术咨询、培训、劳务服务；溶解乙炔气、压缩气体(氧、氩、氮气)；

科技咨询服务、技术协作；装卸搬运服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会议展览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热轧棒材、钢筋(坯)的生

产及销售，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

口代理业务；铁合金、钢铁材料、冶金铸件等冶金产品及冶金炉料、辅

料产品的加工销售、硼酸、硫酸亚铁的加工销售；铁艺、铝合金门窗、

涂料、白灰、水泥加工销售；普通货运；矿渣微细粉的生产、销售；矿



 
 

渣免烧砖的生产及销售；炼铁业粉尘的处理及销售；包装袋、石棉制品、

耐火材料、帐篷、篷布、机电产品备件、五金结构件、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百货、电脑耗材、暖气片销售；室内装饰装潢；矿产品

（不含煤炭销售）；各类再生资源的收购、销售、加工利用（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除外）；黑色和有色金属废料及制品；报废的机械设备和机电

设备（不含废旧汽车）、做废旧物资处理的仓储积压产品、残次品回收

（加工）；废旧轮胎、橡胶的加工利用；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叁级；

工程机械及配件销售；销售医用氧气钢瓶、氧气袋、氧气表；销售工业

氧气表、氧气带、氧气枪；销售旅游用便携式氧气罐、停车服务。” 

（四）第四处修改 

在第一百四十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一条：“董事会

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公司党委意见。” 

（五）第五处修改 

新增加第十章“公司党的建设”章节，该章节放在第九章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价之后，原第十章及以后各章节及各条款

顺延。新增加章节内容如下： 

“第十章   公司党的建设 

第二百五十九条    公司设党委会，公司党委的书记、副书记、委

员的职数按照上级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照《党章》和干部管理权限等

有关规定选举或任命产生。符合条件的党委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

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 

第二百六十条    公司应制定党委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明确



 
 

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公司党委根

据《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研究

讨论涉及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第二百六十一条    公司党委会的职责：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以及上级党组织有关重要工作部署； 

（二）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法行使职权； 

（三）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作，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

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 

（四）讨论通过公司党代会的筹备工作方案、党代会工作报告（草

案）及党委会、纪委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等相关事宜； 

（五）参与公司重大问题、重要人事任免的研究和讨论； 

（六）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七）其他需要党组织研究讨论的重大问题。 

第二百六十二条    公司党委设纪委，公司纪委的书记、委员的职

数按照上级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照《党章》和干部管理权限等有关规

定选举或任命产生。公司纪委要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纪委书记履

行从严治党监督责任的第一责任人职责，负责纪检、监察等工作，不分

管监督职责以外的工作。 

纪委书记可列席董事会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会议。 

设立纪检监察机构办公室，作为履行纪检监察职责的工作机构，负

责执纪、监督、问责工作，配备必要的专职人员。 

第二百六十三条     公司纪委的职责： 



 
 

（一）公司纪委要在公司党委、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加强纪律监督，

坚决维护《党章》和党内其他法规的权威，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公司

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党员以及党员干部履行职责

和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二）协助公司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三）加强对党的工作部门以及所辖范围内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遵守

党章党规党纪、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应当由公司纪委履行的其他职责。”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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