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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1 月 31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交易时间

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多功能会议室（常州市新北区秦岭路 182 号） 

网络投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会议主持人：董事俞志明先生 

议程 内容 

1 
宣布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并致欢迎词，介绍股东大会

须知 

2 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 
宣读以下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4 推选本次股东大会的计票人和监票人 

5 股东提问和解答 

6 股东对议案进行表决 

7 统计表决结果（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8 宣布大会表决结果 

9 签署会议文件 

10 宣布会议结束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股东在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期

间依法行使权利，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制订如下参会须知： 

一、欢迎参加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按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登

记方法办理登记。具体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03）。 

三、现场出席会议并已办理参会登记的股东于 1 月 31 日下午 13:30 前到公

司前台处报到，领取股东代表证、表决票和会议资料，并妥善保管，遗失不补。

报到时请出示会议通知中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原件或委托代理手续，证明文件不

齐或手续不全的，谢绝参会。 

四、参会人员凭股东代表证进入会场，无证者，谢绝入场。 

五、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会场秩序，尊重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进入会场后，

请关闭手机或者调至振动状态。 

六、请仔细阅读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和《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及表决方法》（附后），正确填写表决票和行使表决

权。 

七、未经同意，除工作人员外的任何股东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摄像、录音和

拍照。 

八、本次会议设大会会务组，具体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九、会议结束后，请及时将股东代表证交还现场工作人员。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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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及

表决方法 

 

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及表

决程序为： 

一、2019 年 1 月 2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权参加本次会议相

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现场表决的，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提供股东证明文件；

网络投票的，投资者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

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

投票。 

二、公司股东依照其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议案逐项宣读、集中审议表决的方式进行。 

四、股东应在所有议案宣读结束后集中发言，不得无故中断大会议程要求发

言。股东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股份数和姓名。非股东（或代理人）在会议期间

未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无权发言。在进行表决时，股东不进行大会发言。 

五、股东发言或者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对于与议案无

关或回答将明显损害公司或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公司可以拒绝回答。主持人根

据议案复杂程度合理安排时间，原则上每项议案提问回答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六、提问回答结束后，股东行使表决权，请使用蓝色或者黑色钢笔、签字笔

填写表决票，禁用圆珠笔填写。 

七、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表决票上的各项议案，可以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

并在相应的方格处打“√”，不选、多选或涂改则该项表决视为弃权。 

八、议案现场审议结束后，将合并统计现场表决结果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九、会议推荐两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与见证律师一起，进行计票和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十、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和会议议程进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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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决定》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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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证

监会批准的其他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

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

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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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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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公司购回股份，可以

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购回股份，可以选

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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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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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三条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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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依照第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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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

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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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的原因收购

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

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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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注销。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

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

划； 

……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

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

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

划； 

…… 

（十七）决定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项、第（二）项情形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事项；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

使。 

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

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

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

使。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

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

报告工作； 

…… 

（十九）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授

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

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

报告工作； 

…… 

（十九）决定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

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授

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三十七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

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

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第一百三十七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

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除本章程另

有规定外，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第二百四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 “以

上”、“以内”、“以下”，都含本数；“不满”、

“以外”不含本数。 

第二百四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 “ 以

上”、“以内”、“以下”、“不超过”，都含本

数；“不满”、“以外”不含本数。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该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2）。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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