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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会议安排 

 

会议召开时间： 2018年 9月 26日，下午 14:45 

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南京市江宁区诚信大道 19号 A2-310） 

会议主持人： 奚国富  董事长 

会议联络人： 方飞龙、章薇、赵宁 

会议联络电话： 025-81087102 

会议议程： 

序号 会议内容 报告人 

一 主持人致开幕词 

二 董事会秘书报告会议出席情况 

三 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方飞龙 

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方飞龙 

3 关于部分董事变更的议案 方飞龙 

4 关于部分监事变更的议案 方飞龙 

四 议案审议及现场沟通 

五 推选现场投票计票人、监票人 

六 议案表决，宣读表决结果 

七 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八 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九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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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根据企业经营发展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国

电南瑞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

持。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

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由十二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至少有一

名会计专业独立董事），设董事长一人。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由十二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至少有一

名会计专业独立董事），设董事长一人，

副董事长一人。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

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

免。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

公司董事担任，由董事会全体董事的过

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第一百二十三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

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履行职务。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

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履行职务。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

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专人送达或传

真，紧急情况可先以电话通知后补以邮

件、传真等书面通知；通知时限为会议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

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专人送达或传

真，紧急情况可先以电话通知后补以邮

件、传真等书面通知；通知时限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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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前三日（不含会议当日）。 

如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时或董事

长无故不履行职责，可由二分之一以上

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负责召集会

议。 

 

召开前三日（不含会议当日）。 

如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时或董事长

无故不履行职责，由副董事长召集会

议；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或无故不履

行职责时，可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共

同推举一名董事负责召集会议。 

 

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8月 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国电南瑞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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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二）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议事示范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具体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九条  董事会对资产处置的决策程序、权限

及授权如下：  

（一）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资产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时的事项，由董

事会审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公司拟收

购、出售资产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以下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同时报董事会

备案。 

（二）就公司单项固定资产处置，对正常使用

已到使用年限应报废的单项固定资产，董事会

授权总经理审批。 

对闲置单项固定资产及非正常使用尚未到

使用年限的报废单项固定资产处置，价值在人

民币200万元以下的，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

超过人民币 200万元的，由董事会会议决定；

超过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所授予董事会

审批权限的，董事会应报股东大会审批。 

第九条 董事会对资产购买、处置的决策

程序、权限如下： 

（一）公司单次购买、出售资产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但一年内

购买、出售资产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由董事会审批。 

（二）公司对其固定资产做资产出售之

外的其他方式的处置时（包括固定资产

报废处理），拟处置的固定资产价值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固定资产总价值

的 5%但不超过 30%时，由董事会审批。 

第十一条 董事会对经营开支的决策程序、权

限及授权如下： 

公司每个年度的经营开支计划由公司总经

理在年度董事会会议上提出，董事会根据公司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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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经营计划具体情况予以审定；经董事会审

批后，在年度经营开支额度内由总经理负责组

织实施。 

第十二条 董事会对银行信贷的决策程序、权

限及授权如下：  

（一）根据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投资计划及年

度预算，董事会审议批准当年的长期贷款额

度，并授权董事长对董事会批准的当年长期贷

款额度作出不大于 10％的调整；在经董事会批

准的当年长期贷款额度内，授权董事长审批并

对外签署单笔贷款的长期贷款合同，同时报董

事会备案。 

（二）当年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由董事会批准，

并授权董事长在前述额度内按照公司经营的

需要，签署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短期借款总

体授信合同；在总体授信范围内，授权董事长

审批并对外签署单笔贷款的流动资金短期贷

款合同，同时报董事会备案。  

第十一条 董事会对银行信贷的决策程

序、权限及授权如下：  

（一）由董事会审议批准当年的长期贷

款额度，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内审批并

对外签署单笔长期贷款合同，同时报董

事会备案。 

（二）由董事会审议批准当年生产经营

所需的总体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

前述额度内签署具体授信合同。在总体

授信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审批并对

外签署单笔流动资金短期贷款合同，同

时报董事会备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8月 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国电南瑞董事会议事规则》。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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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三） 

关于部分董事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因工作变动，公司董事胡江溢、张宁杰、季侃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及下设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董事会提名张建伟、张贱明、陈松林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董事会对胡江溢、张宁杰、季侃先生在担任董事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2018 年 8 月 1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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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四） 

关于部分监事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因工作变动，张建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召集人、监事职务，盛

方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监事会提名胡江溢、夏俊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监事会对张建伟先生担任监事会召集人、监事，盛方先生担任监事期间为公

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2018 年 8 月 1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