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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会议规则如下： 

一、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二、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发言，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股东发

言时，应当首先报告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

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时，应当先向大会秘书处报告，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方可发言或

提出问题。 

三、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总数 3%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临时提案（具体规定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执行）。 

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设监票人四名，其中律师一名，

股东代表二名，监事代表一名。表决结果由监票人向大会报告并签名。 

六、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权益，不得

扰乱大会的正常程序和会议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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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时  间：2018年 9 月 25日下午 3:00时 

地  点：西安曲江银座酒店 

主持人：柳三洋 

 

序号 议 案 内 容 报告人 

1 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高  艳 

2 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高  艳 

3 公司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柳三洋 

4 公司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柳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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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一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

设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

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组通字［2017］1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6 号）等有关规定，公

司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一步修改，并新增第八章党建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备注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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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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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章》（以下简

称《党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八章  党建工作 

第一百四十九条  党建工作总体要求：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保证

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

彻执行。 

第一百五十条  党组织机构设置： 

（一）根据《党章》规定，设立中国共

产党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委员

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 

（二）公司党委的书记、副书记、委员

的职数按上级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照《党

章》等有关规定选举或任命产生； 

（三）党组织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

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

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党委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推动企业全面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

会责任； 

（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

新增 

第八章  

 

党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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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

用人权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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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

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

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公司党委会研究

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

程序，确保党组织的意见在重大问题决策中

得到体现； 

（四）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及上级党委决策部署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五）尊重公司其他治理主体，维护董

事会对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支持股东

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依法行使职权； 

（六）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作，加强党

组织的自身建设，发挥组织、宣传、思想领

导作用，领导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

织； 

（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

工代表大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

织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八）研究其它应由公司党委决定的事

项。 

第一百五十二条  企业党组织运行机

制： 

重大经营管理事项须经公司党委集体

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和经理层作出决

定。党组织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由公司党

委班子集体研究决定。 

原《公司章程》第八章及后续章节依次顺延。 

请审议。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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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二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潜水服务；食品、图书

的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并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

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备注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

司经营范围是：一般经营项目类：芙蓉园

的经营；旅游项目的建设开发和经营；景

区的运营管理服务；房地产的开发、销售；

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租赁；对外文化演出

的开发和经营；停车场的经营；旅游纪念

品的开发与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除专项

审批项目）；计算机及相关电子产品的软硬

件开发和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机械设

备的销售(专控除外)；广告的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海洋动物展览表演；海洋科

普教育；水生生物的驯养、繁殖、经营利

用；水生观赏生物的对外租赁、维护、销

售及相关器具的制作、销售、安装、服务；

水族馆相关海景、维生专业设施、设备的

设计、制作安装、维护；日用百货、珠宝

首饰、旅游纪念品、儿童玩具的零售；潜

水员的培训、服务；酒店的筹建；经营娱

乐设施；预付卡（曲江通卡项目策划管理）；

以资金、技术、设备等形式对高新技术、

旅游行业投资（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

许可项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剧院演

出、餐饮、茶社及酒店的开发和经营；饮

料、小食品、烟草的零售（除国家规定的

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酒店管理；物业管

理；场地租赁；预包装食品销售；浴室；

服装服饰销售；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电影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

司经营范围是：一般经营项目类：芙蓉园

的经营；旅游项目的建设开发和经营；景

区的运营管理服务；房地产的开发、销售；

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租赁；对外文化演出

的开发和经营；停车场的经营；旅游纪念

品的开发与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除专项

审批项目）；计算机及相关电子产品的软硬

件开发和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机械设

备的销售(专控除外)；广告的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海洋动物展览表演；海洋科

普教育；水生生物的驯养、繁殖、经营利

用；水生观赏生物的对外租赁、维护、销

售及相关器具的制作、销售、安装、服务；

水族馆相关海景、维生专业设施、设备的

设计、制作安装、维护；日用百货、珠宝

首饰、旅游纪念品、儿童玩具的零售；潜

水员的培训、服务；酒店的筹建；经营娱

乐设施；预包装食品销售；预付卡（曲江

通卡项目策划管理）；以资金、技术、设备

等形式对高新技术、旅游行业投资（除国

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以下限分

支机构经营：剧院演出、餐饮、茶社及酒

店的开发和经营；饮料、小食品、烟草的

零售（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

目）。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场地租赁；潜

水服务；食品、图书批发、零售；预包装

经营范

围增加：

潜水服

务；食

品、图书

的批发、

零售；预

包装食

品销售

等经营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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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许可；游乐设施、设备租赁；房屋租

赁；会议会展活动组织策划；提供会议服

务；开展相关水上、水下休闲活动项目；

低空载人氦气球（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

置许可项目）。 

食品销售；浴室；服装服饰销售；野生动

物驯养繁殖；电影放映许可；游乐设施、

设备租赁；房屋租赁；会议会展活动组织

策划；提供会议服务；开展相关水上、水

下休闲活动项目；低空载人氦气球（除国

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请审议。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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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三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李耀杰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杨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请审议。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  进女士，1976 年 7月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曾任西安曲江园林建设

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西安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安大唐芙蓉园海

洋世界总经理（兼），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大唐芙蓉园景区管理公司总

经理，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曲江新区管委会旅游发展局局长、

西安旅游服务中心主任，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现任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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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四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张俊瑞先生、闫玉新先生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已满六年，并申请辞去独立

董事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相应职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强力先生、汪

方军先生为公司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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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八

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请审议。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强  力先生，1961 年 10月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曾任西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

法学二系讲师、副教授、教授，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地源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汪方军先生，1975 年 9月生，管理学博士，会计学专业副教授，中共党员。曾任西

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天地源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