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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须知 

 

为适应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高股东大会议事效率，保障股东合法权益，保

证大会程序及决议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精神，特制定如下大会议事规则： 

1. 股东大会设立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2. 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

履行法定职责。 

3. 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4.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

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程序和会议秩序。 

5. 股东不得无故中断会议议程要求发言。在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

言，可以将意见填在征询表上，由大会秘书处汇总后，统一递交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予以解答，或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围绕大会议题进行发言。 

6. 股东发言时，可将发言主要内容填在征询表上，经大会主持人许可，统一安

排后，到指定位置发言。每位股东发言不得超过二次，第一次发言时间不得

超过 5 分钟，第二次发言不得超过 3 分钟。 

7. 本次股东大会需通过的事项及表决结果，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见证。 

8. 股东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劝导，共同维护好股东大会秩序和安全。为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有权对大会意外情况作出紧急处置。 

 

 

大会秘书处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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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    程 

 

会议时间：2017年 11月 22日 14：30 

会议地点：江苏镇江金陵润扬大桥酒店会议室 

会议主持：公司董事长王斌 

会议议程： 

一、介绍到会相关人员、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办法 

三、审议大会议案 

四、股东发言，高级管理人员解答股东提问 

五、投票表决 

六、大会秘书处宣读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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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关于重新审议子公司通辽金煤放弃对永金化工的同

比例增资权的议案 

 

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通辽金煤放弃对永金化工

的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由于永金化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永金化工）注册资本金较低，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南能化）拟对永金化工增资，使永金化工注册

资本由 2 亿元增加至 10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简称：

通辽金煤）本次不增资，增资价格依据资产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 

该议案已经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为会后一个月。有关该

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年 6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放弃对合营企

业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现相关审计、评估等事项已经完成，河南能化将以现金、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加债权的方式出资 8 亿元对永金化工增资 8 亿元，永金化工注册资本将由 2 亿

元增加至 10亿元。 

现将本议案再次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 2、关于子公司通辽金煤向河南能化转让其持有的永金化

工 50%股权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简称：通辽金煤）将其持有的永金

化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永金化工）股权（原始出资 1亿元，占本次未增

资前的注册资本的 50%）全部转让给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南能

化）。参照《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17﹞第 1434号），转让价格为

5499万元，河南能化以洛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5499万元债权转让给通辽金煤作

为支付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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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河南能化是通辽金煤持股 10%以上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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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河南能化进行过其他交易，也未与

其他方进行过与本次交易同一类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与商务西三街交叉口国龙大厦 2905 室 

法定代表人：马富国 

注册资本： 210 亿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与管理，实业投资，煤炭、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

品的销售等。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第二大股东，持有通辽金煤 16.19%

的股权。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上述关联人进行过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永金化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王俊旭 

注册资本：2 亿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煤化工项目投资，项目管理，投资咨询。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与河南能化的合营企业，通辽金煤持

有其 50%的股权。 

根据中天华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17﹞

第 1434 号），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永金化工净资产账面值为-3,473.61 万

元，评估值为 15,490.86 万元。其中 4492.00 万元资本公积为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归属河南能化所有；剩余 10998.86 万元按照股权比例归属于通辽金煤的股东权

益为 5499.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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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双方协商，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5499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订方 

甲方：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丙方：永金化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丁方：洛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方案 

1、乙方同意将其对目标公司的 1亿元出资（出资比例 50%）转让给甲方。甲

方对乙方该转让股权的权利登记及限制情况已全面了解，乙方配合甲方及其下属

企业共同办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手续。 

2、股权转让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 6月 30日。 

3、根据中天华资评报字﹝2017﹞第 1434 号《资产评估报告》，目标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值为 15490.86 万元，其中 4492.00 万元资本公积为

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归属甲方单方所有；剩余 10998.86 万元按照股权比例归属

于乙方的股东权益为 5499.43万元。依据上述评估结果，经双方协商，确认本次

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5499万元。 

4、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交割完成日之间的期间损益，由甲方（受

让方）享有或承担。 

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乙方不再持有目标

公司股权。 

（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1、甲方以对丁方 5499 万元债权向乙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即本协议签

订之日，上述甲方对丁方 5499 万元债权自动转由乙方享有（该债权转让无须另

行出具债权转让通知），债权清单和凭证作为本协议附件。 

2、乙方同意以本次股权转让所受让的对丁方 5499 万元债权全部转为对丁方

的股权出资，涉及具体事项由各方另行签订《洛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

议》。 

（四）目标公司治理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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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签订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对目标公司委派

的全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辞去相应职务，乙方不再对目标公司委派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同时，甲方和乙方根据公司法和本协议约定，对目标公司

的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在河南能化对永金化工单方面增资的同时，通辽金煤将其持有的永金化工股

权（原始出资 1亿元，占本次未增资前的注册资本的 50%）全部转让给河南能化，

转让价格 5499 万元。河南能化以洛阳永金债权转让给通辽金煤作为对价，转让

价格依据资产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 2017 年 6 月 9 日公司、通辽金煤、河南能化等各方签订的《关于调整

煤制乙二醇项目合作架构之合作协议》，通辽金煤将其持有的永金化工股权通过

增资或股权置换等方式变更为对洛阳永金的出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和经

营策略，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和长远发展。 

关于本次通辽金煤向河南能化转让其持有永金化工 50%股权，并以本次股权

转让所受让的对洛阳永金 5499 万元债权全部转为对洛阳永金的股权出资对公司

财务数据的影响： 

1、关于转让股权的 1 亿元长期股权投资前期已减计至零，由于该股权置换

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根据会计准则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不对公司报告期

损益产生影响。 

2、关于通辽金煤因前期销售催化剂给永金化工下属子公司形成的递延收益，

由于永金化工股权从法律形式上已转出，通辽金煤不再是永金化工及下属子公司

（除洛阳永金外）的股东，因此截止 9月 30 日的 7121万元递延收益将计入通辽

金煤报告期投资收益，给公司报告期增加净利润约 5467万元。 

有关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实际影响，应以公司年度审计为准，公司提

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17年 11月 6日，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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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所有董事全票通过了《关于子公司通辽金煤向河南能化转

让其持有的永金化工 50%股权的议案》，并提交经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控股子公司通辽金

煤向关联方河南能化转让其持有的合营企业股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我们独立董事表示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应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要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现将本议案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 3、关于子公司通辽金煤对洛阳永金增资的议案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洛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洛阳永金）是永金化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永金化工）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元。 

永金化工以对洛阳永金的债权对其增资 14001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辽金

煤化工有限公司（简称：通辽金煤）以转让永金化工 50%股权收到的股权转让款

5499万元债权对洛阳永金增资，均计入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永金化工、通辽金煤各持有洛阳永金 72.51%、27.49%的股权。 

（二）2017年 11月 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子公司通辽金煤对洛阳永金增资的议案”，本次投资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公司有部分董事兼任永金化工董事，因此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但不

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洛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2、主要产品：煤制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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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 500 万元，永金化工占其 100%股权。 

洛阳永金是一家专业生产乙二醇的企业，已建成年产 20万吨煤制乙二醇生

产装置，目前正在调试阶段，相关设备尚未转固。该公司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

的账面总资产 124,382.91 万元、总负债 123,882.91 万元，净资产为 500万元。 

三、《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订方 

甲方：永金化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丙方：洛阳永金化工有限公司 

（二）协议宗旨 

2017 年 6 月 9 日各相关方签订的《关于调整煤制乙二醇项目合作架构之合

作协议》约定：“为便于今后完善乙二醇项目安全、环保等审批手续和运营管理，

在不损害双方利益的前提下，通辽金煤同意将其持有的对永金化工的出资，通过

增资或股权置换等方式变更为对洛阳永金的出资”。 

河南能化、通辽金煤、永金化工等四方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通

辽金煤将其所持永金化工股权全部转让给河南能化，转让价格为 5499 万元。河

南能化以对洛阳永金 5499 万元债权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通辽金煤以股权转让所

得对洛阳永金 5499 万元债权转为对洛阳永金的股权出资。 

（三）增资方案 

永金化工以对目标公司的 14001 万元债权，通辽金煤以对目标公司的 5499

万元债权同时对目标公司增资，均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变更

为：永金化工持股 72.51%，通辽金煤持股 27.49%。 

（四）治理结构调整 

增资完成后洛阳永金仍为有限责任公司，设董事会，由 4 名董事组成，其中

永金化工推荐 3 名，通辽金煤推荐 1 名。监事 1 名由永金化工推荐。高级管理人

员中通辽金煤可推荐一名副总经理，其余均由永金化工推荐。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 2017 年 6 月 9 日公司、通辽金煤、河南能化等各方签订的《关于调整

煤制乙二醇项目合作架构之合作协议》，通辽金煤将其持有的永金化工股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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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或股权置换等方式变更为对洛阳永金的出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和经

营策略，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和长远发展。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17年 11月 6日，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

关联董事王斌、花峻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通辽金煤对洛阳

永金增资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通辽金煤对洛

阳永金化工增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独立董事表示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现将本议案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罢免花峻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在公司董事会发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后，公司持股 3%以上股东董荣亭

先生于 11月 10日向董事会提交了本临时提案。提案建议股东大会罢免花峻董事

会董事职务，并提议公司董事会免去其公司总裁职务，理由如下： 

1、花峻在作为公司董事和总裁期间，思想僵化、不思进取，未能把握公司

所拥有的全球首创煤制乙二醇核心技术的先发优势，去积极开拓市场，进行品牌

技术输出，反而多年来从未给股东分一次红。公司市值大幅缩水，给广大投资者

造成巨大损失。 

2、在与河南能化的投资合作中，前期未能充分调研市场。合作期间未能处

理好协作关系，致使此次投资合作给本公司造成近五千万的损失。同时也对公司

的品牌形象和技术造成恶劣影响。 

3、多年前花峻是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合作方盛宇投资的代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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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董事会，其利用职权在 2015 年不顾广大中小股东的强烈反对，高价收

购盛宇所属金煤控股的亏损资产，致使上市公司蒙受巨大损失，也使参与增发的

投资者产生巨大浮损，在二级市场造成恶劣印象。 

4、花峻作为上市公司总裁，不避嫌疑，让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辽金煤的

保险业务让其弟弟花勃参与。在市场上对上市公司领导层带来非常坏的印象。 

     

 

现将本议案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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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现场表决办法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法，有关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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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每一项议案表决时，如选择

“同意”、“反对”或“弃权”，应分别在相应选项打“√”。未填、错填、字迹无

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三）每一表决票应当至少有两名股东和一名监事参加清点、监票。  

（四）本次大会前三项议案均为关联议案，与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五）本次大会前三项议案互相关联，需全部通过方可一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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