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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一、参会股东资格审查 

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应当持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

大会。代理人还应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二、会议签到 

    三、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一）介绍参加会议的公司股东和股东代表及所代表的股份总数，

介绍参加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等。 

  （二）介绍会议议题、表决方式。 

  （三）推选表决结果统计的计票人、监票人。 

    四、宣读并审议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云天化商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磷化集团）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4 关于子公司为融资业务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5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6.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6.01 董事候选人张文学 

6.02 董事候选人胡均 

6.03 董事候选人何涛 

6.04 董事候选人 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 

6.05 董事候选人 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 

6.06 董事候选人段文瀚 

6.07 董事候选人钟德红 

7.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7.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红斌 

7.02 独立董事候选人时雪松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4 

7.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郭鹏飞 

7.04 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楠 

8.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8.01 监事候选人陇贤君 

8.02 监事候选人周春梅 

8.03 监事候选人谢华贵 

8.04 监事候选人万崇 

五、投票表决等事宜 

（一）本次会议表决方法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

表对议案进行表决。 

（二）现场表决情况汇总并宣布表决结果。 

（三）将现场表决结果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 

（四）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表决结果。 

（五）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六）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在会议记录和决议上

签字。  

（七）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  

六、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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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云天化商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子公司云南云天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商贸”）

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

团”）申请 6 亿元的融资业务担保。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缓解公司子公司融资压力，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和期限，拟申请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公司子公司云天化商贸的融资业务提供 6

亿元担保，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情况如下： 

根据《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云天化集

团以实际担保金额的1%按年收取担保费。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 43.22%股权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 43.22%股权的控股股东。 

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7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449,706.3878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机构名称 融资主体 金额（单位：亿元） 期限 

中国农业银行昆明五华支行 云天化商贸 1 ≤1年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昆明潘家

湾支行 
云天化商贸 5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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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主要业务：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

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工产

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

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品，

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云天化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10,138,158.72 万元，净资产 2,031,805.8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

收入 6,339,143.33万元、净利润 10,593.45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为其他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提供担保情况  

1. 融资主体：云南云天化商贸有限公司  

2. 融资金额：6 亿元。  

3. 期限：1 年。 

4. 担保费：融资总额的 1%。  

5. 反担保情况：公司不提供反担保。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云天化商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金柳路 11 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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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单志萍 

主要业务：化肥、农副产品、化工产品及材料，饲料、农具、农

膜、农用机械、粮食的销售，粮食收购，农业技术开发服务，危险化

学品的经营，矿产品，金属材料，煤炭，石灰石，焦炭，建筑材料的

购销。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云天化商贸经审计的总资产 267,238.75

万元，净资产 13,505.88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90,464.98 万

元、净利润 822.23 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云天化商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40,899.68 万元，净资产 13,780.86 万元，2019 年 1-3 月实现营业

收入 149,142.53 万元、净利润 235.01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公司子公司云天化商贸提供 6 亿元

的融资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云天化集团按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收取 1%的担保费，公司不提

供反担保。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能有效缓解云天化商贸资金短缺，增加流动性，提高

融资效率，保证云天化商贸正常经营活动。云天化集团收取担保费，

不高于市场同期担保费率水平，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文学

先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子公司融资效率，优化融资结构，降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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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综合融资成本。控股股东以实际担保金额的 1%按年收取担保费，

不高于市场同期担保费率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关联股东云天化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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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磷化集团）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磷化集团”）拟

向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申请 5 亿元的融资业务担保。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缓解公司子公司融资压力，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和期限，拟申请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公司子公司磷化集团的融资业务提供 5

亿元担保，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情况如下： 

根据《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云天化集

团以实际担保金额的1%按年收取担保费。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 43.22%股权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 43.22%股权的控股股东。 

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7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449,706.3878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机构名称 融资主体 金额 （单位：亿元） 期限 

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 磷化集团 5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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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

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工产

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

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品，

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云天化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10,138,158.72 万元，净资产 2,031,805.8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

收入 6,339,143.33万元、净利润 10,593.45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为其他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提供担保情况  

1. 融资主体：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2. 融资金额：5 亿元。  

3. 期限：≤2 年。 

4. 担保费：以实际担保金额的 1%按年收取担保费。  

5. 反担保情况：公司不提供反担保。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磷化集团为公司的子公司。 

企业名称：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月山中路 

注册资本：20.32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崔周全 

成立时间：2001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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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磷矿石采选、销售；磷矿石系列产品，化肥、磷化工

及其它化工产品；矿产品、化工机械；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磷酸

二氢钙）生产销售；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腐蚀品的

销售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磷化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152,951.95万元，负债总额 859,751.35万元，资产负债率 74.57%，

其中银行贷款 261,252.86 万元、流动负债 725,234.74 万元，资产净

额 293,200.61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11,999.78 万元，净利

润 12,204.26 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磷化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180,630.04 万元，负债总额 883,706.0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416,065.51 万元、流动负债 821,094.40 万元，资产净额 296,923.97

万元，营业收入 151,425.36 万元、净利润 2,656.15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公司子公司磷化集团提供 5 亿元的

融资担保，担保期限为≤2 年。 

云天化集团以实际担保金额的 1%按年收取担保费，公司不提供

反担保。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能有效缓解磷化集团资金短缺，增加流动性，提高融

资效率，保证磷化集团正常经营活动。云天化集团收取担保费，不高

于市场同期担保费率水平，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文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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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子公司融资效率，优化融资结构，降低公

司综合融资成本。控股股东以实际担保金额的 1%按年收取担保费，

不高于市场同期担保费率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关联股东云天化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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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

集团”）签署《采购框架协议》《销售框架协议》《综合服务协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充分利用云天化集团的资源和优势，降低公司经营成本，

达到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公司拟继续与云天化集团发生生产经营相关

的日常关联交易。为规范云天化集团及其控股的下属单位与公司及控

股的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确保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公司拟与

云天化集团签订《采购框架协议》《销售框架协议》和《综合服务协

议》。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 

二、关联方介绍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 43.22%股权的控股股东。 

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7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449,706.3878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主要业务：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

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工产

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

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品，

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云天化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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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8,158.72 万元，净资产 2,031,805.8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

收入 6,339,143.33万元、净利润 10,593.45 万元。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采购商品 

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向云天化集团及其控股企业采购商品，包括但

不限于磷矿石、磷复肥、化工原料、水电气、劳保、煤炭、液硫、短

切沙、聚磷酸铵、生物活性酶、硫膏、复合肥原料、包装袋、酒精。 

2.出售商品 

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向云天化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出售商品，包括但

不限于生活用天然气、材料、黄磷、硫磺、液氨、磷矿石、水电气、

试剂、硫酸、甲醇、油料、塑料原料、废旧包装袋、磷酸、蒸汽、氟

硅酸、复合肥原料、五氧化二磷、聚甲醛、化肥产品、季戊四醇、其

他材料。 

3.提供劳务 

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向云天化集团及其控股企业提供劳务，包括但

不限于提供物流运输、仓储服务、矿山爆破、商标许可使用费、维修

服务、综合服务、消防应急救援服务费、进出口代理、加工服务。 

4.接受劳务 

公司及其控股企业接受云天化集团及其控股企业提供的劳务，包

括但不限于设备检修、检验检测、排渣费、机车作业费、物流仓储、

维修技改、工程建设、技术服务、运维服务、信息开发、物管费用、

环境监测、研发费、检测费、综合服务。 

5.房屋租赁及其他综合服务 

云天化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将办公楼、土地、铁路及相关设施、车

辆、生产装置等租赁给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二）协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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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 

（三）定价政策 

以上关联交易协议项下交易的总金额以每年提交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准，交易必须遵循公平、公

允的市场价格。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开展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云天化集团的资源

和优势，降低公司经营成本，达到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各项交易定价

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 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或

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

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文学先

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与云天化集团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符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关联股东云天化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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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四 关于子公司为融资业务对外提供反担保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子公司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云天

化”）根据融资业务需要，拟对外向吉林省信用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担保公司”）提供 2.42 亿元反担保。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吉林云天化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简称“进出口银行”）

申请 2.42 亿元贷款，贷款期限 1 年。进出口银行要求该笔贷款需担

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经吉林云天化与担保公司协商，担保公司同意为吉林云天化该笔

贷款提供担保；吉林云天化需要用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川镇的房产和土

地作为抵押，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反担保的相关情况如下： 

1.债务人（被担保人）：吉林云天化 

2.债权人：进出口银行 

3.担保人：担保公司  

4.反担保人：吉林云天化 

5.反担保金额：2.42 亿元 

6.反担保期限：1 年 

7.担保类型：连带责任担保 

本反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表决结果为：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反担保事项

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吉林云天化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35.77%

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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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川镇五区二段 

法定代表人：师永林 

注册资本：28,514.2857 万元 

经营范围：化肥、饲料、农膜、农机贸易；农药零售；粮食、农

副产品收储贸易；进出口贸易；仓储、装卸服务；农业技术服务；种

植业；复合肥、BB 肥、缓(控)释肥的研发；种子研发；玉米杂交种

子及其亲本种子、高粱种子、大豆种子、水稻种子、小麦种子、蔬菜、

花卉种子的加工、包装、批发、零售；复合肥、BB 肥、缓(控)释肥、

粮食、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有机肥料贸易及生产、加工；煤炭批

发经营。 

吉林云天化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3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7,899.78      645,332.96  

负债总额     502,202.50      534,608.2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2,778.00      319,990.00  

      流动负债总额     496,596.91      529,002.64  

净资产     115,697.28      110,724.73  

营业收入     393,461.78      119,096.60  

净利润       3,061.65       -5,043.26  

三、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 方：吉林省信用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 方（反担保保证人）：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借款人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

省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合计 2.42 亿元，借款期限一年；

甲方与贷款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乙方同意为借款人向甲方提供抵

押担保。 

3.乙方提供的抵押物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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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反担保的资产为吉林云天化位于长岭县太平川镇房产

和土地，评估价值为 167,098 万元，其中已经用于吉林云天化在吉林

银行抵押贷款金额为 74,400 万元，本次用余值对担保公司进行反担

保。 

（2）抵押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抵押物包括的房产和土地，吉林云天化于 2010 年至 2018 年间购

入或建成并投入使用，均取得不动产登记证，目前继续投入正常生产，

最近一年运作状况正常。 
抵押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3月 31 日（未经审计） 

账面原值     48,216.87     48,216.87  

已计提折旧      7,030.10      7,413.04  

账面净值     41,186.77     40,803.84  

4.乙方承担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甲方与贷款银行签订《保证合

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及

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乙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应当承

担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反担保能够缓解吉林云天化资金压力，提高融

资效率，支撑融资能力，有利于吉林云天化持续稳定的经营发展。上

述反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是吉林云天化用自有资产为融资提供担

保，风险较低，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199,257.45 万元，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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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247.29 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271.11%和 247.83%，无逾期担保。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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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规范董事会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进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履职，

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中国共产党

章程》等规定，参照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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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修订了公司《章程》，增加“党组织及党的工作机

构”内容，其中明确公司党委职责中关于“讨论审议‘三重一大’决

策事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会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

经理层作出决定。”公司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履行“党委决策前置”

的审批程序。为保证公司相关制度的一致性，公司董事会拟结合公司

实际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四条  定期会议的提案 

在发出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的通

知前，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充分征求各董

事的意见，初步形成会议提案后交董事

长拟定。 

董事长在拟定提案前，应当视需要

征求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意

见。 

第四条  定期会议的提案 

在发出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的通

知前，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充分征求各董

事的意见，初步形成会议提案后交董事

长拟定。 

董事长在拟定提案前，应当视需要

征求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意

见。 

提案人和提案起草部门应确保提

案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新增： 

第七条  重大事项的前置程序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当事

先听取党组织意见。 

董事会聘任公司管理人员时，党组

织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

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或向董事会、总

经理推荐提名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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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会议的召开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

出席方可举行。有关董事拒不出席或者

怠于出席会议导致无法满足会议召开

的最低人数要求时，董事长和董事会秘

书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副总经

理和董事会秘书未兼任董事的，应当列

席董事会会议。会议主持人认为有必要

的，可以通知其他有关人员列席董事会

会议。 

第十二条  会议的召开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

出席方可举行。有关董事拒不出席或者

怠于出席会议导致无法满足会议召开

的最低人数要求时，董事长和董事会秘

书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董事会会议。会议

主持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知其他有

关人员列席董事会会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 1：《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下划线标

注部分为重要修订部分）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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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2019年 6月修订) 

第一条  宗旨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

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会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制订本规则。 

第二条  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办公室，处理董事会日常事务，严格遵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认真按时组织好董事会。 

董事会秘书兼任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并保管董事会和董事会办公室印章。 

第三条  定期会议 

董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董事会每年应当至少在上下两个半年度各召开一次定期会议。 

第四条  定期会议的提案 

在发出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的通知前，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充分征求各董事的

意见，初步形成会议提案后交董事长拟定。 

董事长在拟定提案前，应当视需要征求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提案人和提案起草部门应确保提案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第五条  临时会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会应当召开临时会议： 

（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 

（二）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三）监事会提议时； 

（四）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五）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议时； 

（六）总经理提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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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开时； 

（八）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临时会议的提议程序 

按照前条规定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应当通过董事会办公室或者直接

向董事长提交经提议人签字（盖章）的书面提议。书面提议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议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提议理由或者提议所基于的客观事由； 

（三）提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或者时限、地点和方式； 

（四）明确和具体的提案； 

（五）提议人的联系方式和提议日期等。 

提案内容应当属于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与

提案有关的材料应当一并提交。 

董事会办公室在收到上述书面提议和有关材料后，应当于当日转交董事长。

董事长认为提案内容不明确、具体或者有关材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提议人修改

或者补充。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或者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后十日内，召集董事会会议

并主持会议。 

第七条  重大事项的前置程序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党组织意见。董事会聘任公司管理

人员时，党组织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或向董

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 

第八条  会议的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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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和主持。 

第九条  会议通知 

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分别提前十日和五日将

书面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全体董事和

监事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非直接送达的，还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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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同时，受送达人三天后进行书面确认。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

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第十条  会议通知的内容 

书面会议通知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 

（二）会议的召开方式； 

（三）拟审议的事项（会议提案）； 

（四）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临时会议的提议人及其书面提议； 

（五）董事表决所必需的会议材料； 

（六）董事应当亲自出席或者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会议的要求； 

（七）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八）发出通知的日期。 

口头会议通知至少应包括上述第（一）、（二）项内容，以及情况紧急需要

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说明。 

第十一条  会议通知的变更 

董事会定期会议的书面会议通知发出后，如果需要变更会议的时间、地点等

事项或者增加、变更、取消会议提案的，应当在原定会议召开日之前三日发出书

面变更通知，说明情况和新提案的有关内容及相关材料。不足三日的，会议日期

应当相应顺延或者取得全体与会董事的认可后按期召开。 

董事会临时会议的会议通知发出后，如果需要变更会议的时间、地点等事项

或者增加、变更、取消会议提案的，应当事先取得全体与会董事的认可并做好相

应记录。 

第十二条  会议的召开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有关董事拒不出席或者怠于

出席会议导致无法满足会议召开的最低人数要求时，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及

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董事会会议。会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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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知其他有关人员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十三条  亲自出席和委托出席 

董事原则上应当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事先审阅

会议材料，形成明确的意见，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委托书应当载明： 

（一）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姓名； 

（二）委托人对每项提案的简要意见； 

（三）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和对提案表决意向的指示； 

（四）委托人的签字、日期等。 

委托其他董事对定期报告代为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的，应当在委托书中进行专

门授权。 

受托董事应当向会议主持人提交书面委托书，在会议签到簿上说明受托出席

的情况。 

第十四条  关于委托出席的限制 

委托和受托出席董事会会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非关联董事不得委托关联董事代为出席；关

联董事也不得接受非关联董事的委托； 

（二）独立董事不得委托非独立董事代为出席，非独立董事也不得接受独立

董事的委托； 

（三）董事不得在未说明其本人对提案的个人意见和表决意向的情况下全权

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有关董事也不得接受全权委托和授权不明确的委托。 

（四）一名董事不得接受超过两名董事的委托，董事也不得委托已经接受两

名其他董事委托的董事代为出席。 

第十五条  会议召开方式 

董事会会议以现场召开为原则。必要时，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经召集人（主持人）、提议人同意，也可以通过视频、电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

表决等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也可以采取现场与其他方式同时进行的方式召开。 

非以现场方式召开的，以视频显示在场的董事、在电话会议中发表意见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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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规定期限内实际收到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有效表决票，或者董事事后提交的

曾参加会议的书面确认函等计算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第十六条  会议审议程序 

会议主持人应当提请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对各项提案发表明确的意见。 

对于根据规定需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提案，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讨论有关提

案前，指定一名独立董事宣读独立董事达成的书面认可意见。 

董事阻碍会议正常进行或者影响其他董事发言的，会议主持人应当及时制止。 

除征得全体与会董事的一致同意外，董事会会议不得就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

的提案进行表决。董事接受其他董事委托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不得代表其他

董事对未包括在会议通知中的提案进行表决。 

第十七条  发表意见 

董事应当认真阅读有关会议材料，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独立、审慎地发

表意见。 

董事可以在会前向董事会办公室、会议召集人、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各专门委员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人员和机构了解决策所需要的

信息，也可以在会议进行中向主持人建议请上述人员和机构代表与会解释有关情

况。 

第十八条  会议表决 

每项提案经过充分讨论后，主持人应当适时提请与会董事进行表决。 

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以计名和书面等方式进行。 

董事的表决意向分为同意、反对和弃权。与会董事应当从上述意向中选择其

一，未做选择或者同时选择两个以上意向的，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有关董事重新

选择，拒不选择的，视为弃权；中途离开会场不回而未做选择的，视为弃权。 

第十九条  表决结果的统计 

与会董事表决完成后，证券事务代表和董事会办公室有关工作人员应当及时

收集董事的表决票，交董事会秘书在一名监事或者独立董事的监督下进行统计。 

现场召开会议的，会议主持人应当当场宣布统计结果；其他情况下，会议主

持人应当要求董事会秘书在规定的表决时限结束后下一工作日之前，通知董事表

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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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在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后或者规定的表决时限结束后进行表决的，

其表决情况不予统计。 

第二十条  决议的形成 

除本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外，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提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必须有超过公司全体董事人数之半数的董事对该提案投赞成票。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形成决议应当取得更多董事同意的，从其规定。 

董事会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其权限范围内对担保事项作出决

议，除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外，还必须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的同

意。 

不同决议在内容和含义上出现矛盾的，以形成时间在后的决议为准。 

第二十一条  回避表决 

出现下述情形的，董事应当对有关提案回避表决： 

（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董事应当回避的情形； 

（二）董事本人认为应当回避的情形； 

（三）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因董事与会议提案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

系而须回避的其他情形。 

在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有关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

即可举行，形成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董

事人数不足三人的，不得对有关提案进行表决，而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第二十二条  不得越权 

董事会应当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授权行事，不得越权

形成决议。 

第二十三条  关于利润分配的特别规定 

董事会会议需要就公司利润分配事宜作出决议的，可以先将拟提交董事会审

议的分配预案通知注册会计师，并要求其据此出具审计报告草案（除涉及分配之

外的其他财务数据均已确定）。董事会作出分配的决议后，应当要求注册会计师

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董事会再根据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对定期报告

的其他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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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提案未获通过的处理 

提案未获通过的，在有关条件和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董事会会议

在一个月内不应当再审议内容相同的提案。 

第二十五条  暂缓表决 

二分之一以上的与会董事或两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提案不明确、不具体，或

者因会议材料不充分等其他事由导致其无法对有关事项作出判断时，会议主持人

应当要求会议对该议题进行暂缓表决。 

提议暂缓表决的董事应当对提案再次提交审议应满足的条件提出明确要求。 

第二十六条  会议录音 

现场召开和以视频、电话等方式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可以视需要进行全程录

音。 

第二十七条  会议记录 

董事会秘书应当安排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对董事会会议做好记录。会议记

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届次和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二）会议通知的发出情况； 

（三）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四）董事亲自出席和受托出席的情况； 

（五）会议审议的提案、每位董事对有关事项的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对提

案的表决意向； 

（六）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说明具体的同意、反对、弃权票数）； 

（七）与会董事认为应当记载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八条  会议纪要和决议记录 

除会议记录外，董事会秘书还可以视需要安排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对会议

召开情况作成简明扼要的会议纪要，根据统计的表决结果就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制

作单独的决议记录。 

第二十九条  董事签字 

与会董事应当代表其本人和委托其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会议记录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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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进行签字确认。董事对会议记录或者决议记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签字时

作出书面说明。必要时，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也可以发表公开声明。 

董事既不按前款规定进行签字确认，又不对其不同意见作出书面说明或者向

监管部门报告、发表公开声明的，视为完全同意会议记录和决议记录的内容。 

第三十条  决议公告 

董事会决议公告事宜，由董事会秘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办理。在决议公告披露之前，与会董事和会议列席人员、记录和服务

人员等负有对决议内容保密的义务。 

第三十一条  决议的执行 

董事长应当督促有关人员落实董事会决议，检查决议的实施情况，并在以后

的董事会会议上通报已经形成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三十二条  会议档案的保存 

董事会会议档案，包括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会议签到簿、董事代为出席的

授权委托书、会议录音资料、表决票、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会议纪

要、决议记录、决议公告等，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保存。董事会会议档案的保存期

限为十五年以上。 

第三十三条 附则 

在本规则中，“以上”包括本数。 

本规则由董事会制订报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本规则由董事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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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7月26日届满，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

中非独立董事7名，独立董事4名。 

一、第七届董事会对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2019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名张

文学先生、胡均先生、何涛先生、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

先生、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先生、段文瀚先生、钟德红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2）。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董事候选人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 

张文学先生由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云天化集团”）推荐，现任云天化集团董事长；胡均先生由公司控

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推荐，现任云天化集团总经理；何涛先生由公司控

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推荐，现任云天化集团财务管理部副部长；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

先生由公司股东以化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3.96%的股份）推荐，

现在其实际控制人以色列化工集团任职；段文瀚先生由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提名，现任公司总经理；钟德红先生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三、董事候选人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张文学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8万股，段文瀚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73.08万股，钟德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1.16万股。胡均先生、何涛先

生、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Yaacov Altman（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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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阿特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四、是否受处罚和惩戒的情况 

董事候选人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何涛先生、Ofer Lifshitz

（奥夫·里弗谢茨）先生、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先生、段

文瀚先生、钟德红先生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换届选举事项发表意

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条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与公司之

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候选人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

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选举的职位，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正常开展工作，第七届董事会的

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

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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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文学，男，1963 年 6 月生，硕士，高级经济师。200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8 月任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 年 1 月至 2012 年 8 月任云南磷化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2006 年 6 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2

年 8月至 2015年 2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2月至 2015

年 11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2015年 11

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6年 12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书记；2013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4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长。 

胡均，男，1970 年 1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2005 年 1月至 2005

年 4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05 年 4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09

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 年 6 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2015年 12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 

何涛，男，1975 年 12月生，硕士，高级会计师，云南省高级会计管理人才，

云南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评委，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员。2004 年 9月至 2017

年 9月先后任中国电信昆明公司计划财务部主任、中国电信云南公司财务部副总

经理、市场部总经理、中国电信玉溪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2017 年 9月至 2018

年 2月在云南云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工作；2018年 2月至 2018年 8月任云南

云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 8 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男，1958年 9月生，以色列籍，硕士。2005

年至 2007 年任以色列化工集团工业产品部人力资源副总裁；2008 年至 2012 年

任以色列化工集团工业产品执行副总裁；2013年至 2017任以色列化工集团全球

运营执行副总裁；2017 年至今任以色列化工集团磷化工业务全球总裁；2016 年

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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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男，1968 年 5 月 29 日出生，以色列籍，

硕士。2015 年 4 月至今担任以色列化工集团的财务总监。2019 年 3 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 

段文瀚，男，1969 年 6 月出生，硕士。2004 年 12 月至 2007 年 7 月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07年 7月至 2012年 2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 7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

年 7月至 2012年 8月任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2012年 2月

至 2012 年 11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2012年 11月至

2014年 10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团委书记；2013年 6

月至 2014 年 10 月任公司监事；2014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2014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2015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8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钟德红，男，1970年 10月生，会计硕士，正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资产评估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云南省

首届高级会计管理人才（会计领军人物）。2004 年 8 月至 2005 年 3 月任天盟农

资连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5 年 4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云南马龙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06 年 10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公司财务部经理；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6 月任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10

月任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负责人；2014年 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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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7月26日届满，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

中非独立董事7名，独立董事4名。 

一、第七届董事会对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2019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董

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提名李红斌先生、时雪松先生、

郭鹏飞先生、王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

附件3）。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红斌先生、时雪松先生、郭鹏飞先生、王楠女

士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独立董事候选人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红斌先生、时雪松先生、郭鹏飞先生、王楠女

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四、是否受处罚和惩戒的情况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红斌先生、时雪松先生、郭鹏飞先生、王楠女

士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换届选举事项发表意

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条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与公司之

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候选人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

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选举的职位，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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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正常开展工作，第七届董事会的

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

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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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红斌，男，1967 年 2 月生，大学，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1991 年 6 月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云南省财政厅工作；1991 年 7 月至 1998 年

12月任云南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部主任；1999年 1月至 2003年 7月任云南亚太会

计师事务所董事、副总经理兼主任会计师；2003年 7月至 2007 年 9月任亚太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董事、副总经理兼云南分所主任会计师；2007 年 9月至 2008年

4 月任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8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任云南

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云南天赢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 7 月至今任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时雪松，男，1974年 4月生，硕士。2002年 2月至 2003 年 8月任苏州爱普

生有限公司系长；2005年 4月至 2010年 8月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经理、副

总经理；2010 年至 2014 年任上海博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研究总监；

2015 年至 2016 年任太和先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总监、投资副总监；2016

年至今担任新余金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新余川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 年 1 月起担任苏州叠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 年 7 月至今

任公司独立董事。 

郭鹏飞，男，1973 年 9 月出生，博士，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CFA）。2004

年 2月至 2010年 6月任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研究部总经理；2010年

6 月至 2015 年 4 月任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国内投资部总经理，投

资副总监，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9 月任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户业务总监、

公司总经理助理；2018年 2月至 2018年 6月任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基金经理；2018年 6月至今任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董事长。 

王楠，女，1975年出生，大学，律师。1997年 7月至 2002 年 7月，昆明理

工大学法学院教师；2002 年 7 月至今任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

云南省律协女律师协会理事，云南省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专家库成员，昆明市政府

法律专家库成员；2016年 9月至今任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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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7月26日届满，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7名监事组成，其

中非职工代表监事4名，职工代表监事3名。 

一、第七届董事会对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10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陇贤君先生、周春梅女士、谢华贵先生、万崇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4）。任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监事候选人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 

陇贤君先生由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推荐，现任云天化集团董

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周春梅女士由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

推荐，现任云天化集团财务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谢华贵先生由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推荐，现任云天化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

理；万崇先生由公司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现在云

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管控部工作。 

三、独立董事候选人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陇贤君先生、周春梅女士、谢华贵先生、万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票。 

四、是否受处罚和惩戒的情况 

监事候选人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监事会正常开展工作，第七届监事会的

现有监事在新一届监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新一届

监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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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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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陇贤君，男，1964 年 4 月出生，硕士，副编审。2002 年 8 月至 2004 年 6

月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党建研究所所长；2004年 6月至 2008年 6月任云南省委组

织部研究室主任、政策法规处处长兼党建研究所所长；2008 年 6 月至 2013 年 3

月任中共普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13 年 3 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副书记；2014年 1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16年 3月至今任云天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6年 12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周春梅，女，1978 年 11 月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2002

年 6月至 2010年 4月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财务部工作；2010年 5月

至 2012 年 11 月任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09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云南大学商旅学院学习，获 EMBA 硕士学位；2012 年 11 月至 2016 年 3

月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财务部副部长；2016年 3月至 2016年 8月任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2016 年 8 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2018 年 10月至今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 

谢华贵，男，1986年 3月出生，大学。2008年 7月至 2015 年 4月任云天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合同管理岗位；2015年 4月至 2017年 8月任云天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秘书,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兼任风险管

理部风险管理岗位；2017 年 8 月至今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2018 年 7 月至

今任公司监事。 

万崇，男，1985年 8月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2011 年 9月至 2015年 6

月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高级项目经理；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9 月任中滇金控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经理；2016 年 9 月至今在云南省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管控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