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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

司”）八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修改对照表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条   

公司经山西省经济体制改

革 委 员 会 [ 晋 经 改 ] 字

（1992）44 号文件批准设

立；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

照 ， 营 业 执 照 号

1400001001440。 

第三条   

公司经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

委员会[晋经改]字（1992）

44 号文件批准设立；在山西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

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1400007159303324的营

业执照。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在遵守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以科学

发展观统领全局，以满足国

民经济需要和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创新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

坚持安全高效、优质低耗，

推进科技进步和公司可持

续发展，为社会提供服务，

为股东积累财富，努力将漳

泽电力建成资产结构优良、

管理机制先进、财务状况优

良、人才优势突出、市场竞

争力强、全面和谐发展的一

流上市公司。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在遵守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以经济

效益为中心，创新发展观念

和发展模式，坚持安全高效、

优质低耗，推进科技进步和

公司可持续发展，为社会提

供服务，为股东积累财富，

努力将漳泽电力建成资产结

构优良、管理机制先进、财

务状况优良、人才优势突出、

市场竞争力强、全面和谐发

展的一流上市公司。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普通股

3,076,942,219 股，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大同煤矿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持 股

844,653,683股，占 27.45%；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普通股

3,076,942,219 股，全部为普

通股。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持 股

299,130,000股，占 9.72%；

国家电力集团投资公司持

股 279,758,170 股 ， 占

9.09%；其他内资股股东持

股 1,653,400,366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53.74%。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

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

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

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的。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

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

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

第（一）项至第（三）项的

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

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

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

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

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

起 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

项、第（四）项情形的，应

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

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

（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

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

（一）项至第（三）项的原

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

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

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

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

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

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

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

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

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行股份总额的 5%；用于收购

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

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

应当 1年内转让给职工。 

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

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规定

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

式进行。 

第四十九条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

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

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

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

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

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

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

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

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

第四十九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对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

义务。控股股东对公司应当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

东义务。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得利用其控制权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不得利用对公司的控制

地位谋取非法利益。 



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

益。 

第七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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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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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控股股东所提名

副董事长主持，其再不能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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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二条 

董事提名方式及程序：提名

人应在董事会召开 10日前，

将其提案和候选人详细资

料提交董事长，由董事长提

交董事会研究确定并以提

案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各股东应在总的董事名额

中，扣除不少于三分之一独

立董事人数的席位后根据

第九十二条 

董事提名方式及程序：提名

人应在董事会召开 10日前，

将其提案和候选人详细资料

提交董事长，由董事长提交

董事会研究确定并以提案方

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各股

东应在总的董事名额中，扣

除不少于三分之一独立董事

人数的席位后根据所持公司



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确定董

事名额。控股股东提名董事

长人选，第二股东提名副董

事长人选，当股东的股份比

例发生变化时，应在下次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研究董事

比例的调整事项。 

股份比例确定董事名额。控

股股东提名董事长、一名副

董事长人选，第二股东提名

另一名副董事长人选，当股

东的股份比例发生变化时，

应在下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研究董事比例的调整事项。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

由 11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

长 1人，副董事长 2人。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2 人。 

第一百一十八条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等事项；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上

年末净资产的 5%为单项投

资额度上限，决定公司的对

外投资计划（含风险投资），

资产抵押。 

第一百一十八条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等事项；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