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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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2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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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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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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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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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选举

了 4 名独立董事。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结合目前经

济环境、公司所处地区、行业、规模，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薪酬水平，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12 万元（税前）。 

本津贴标准有利于保障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务，勤勉尽责，更好

地服务公司董事会工作，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未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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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预计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有所增加。 

一、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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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Yaacov Altman（雅科

夫·阿特曼）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并就此议案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 2019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关联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化投资有限公司回

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2019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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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回避了对

该议案的表决。 

2019 年度，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

的其他子公司、公司联营企业之间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有所增加，

预计增加金额为 11,730.0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并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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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各方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执行市场定价，符合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的原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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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说明： 

1. 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轻依兰”）采购原材料或商品较前次预计增加 2,400 万元，主要为根据目前黄磷

市场情况，下半年黄磷产量增加，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磷化集团”）向中轻依兰用电采购量增加。 

2. 接受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化工”）提供的劳务或服务较前次预计增加 1,500 万元，主要为：预计

2019 年下半年将完成富甲烷项目和大颗粒尿素项目工程，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相关工程结算金额增加。 

3. 接受云南云天化以化磷业研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化磷业”）提供的劳务或服务较前次预计增加 380 万元，主要为加

大研发力度和促进研究成果转换，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与以化磷业的研发合作增加。 

4. 向中轻依兰销售产品或商品较前次预计增加 7,400 万元，主要为销售模式改变，磷化集团年初预计销售给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

份有限公司的黄磷，再由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给中轻依兰，自 2019 年开始部分直接销售给中轻依兰，相应减少与江

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5. 向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立公司”）销售产品或商品较前次预计增加 50 万元，主要为山立公司水富分公司自

2019 年成立，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原来销售给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富分公司的水电气和原材料，现直接销售给山立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1-6 月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前次董事会审议全

年预计金额（万元） 

本次预计增加

金额（万元） 

本次预计全年

金额（万元） 

备注

说明 

向关联方采购

原材料或商品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8,959.78 16,000.00 2,400.00 18,400.00 1 

接受关联方的

劳务或服务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814.15 6,500.00 1,500.00 8,000.00 2 

云南云天化以化磷业研究技术有限公司 0 0 380.00 380.00 3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或商品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815.31 1,000.00 7,400.00 8,400.00 4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0 0 50.00 50.00 5 

合 计 
 

13,589.24 23,500.00 11,730.00 35,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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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企业名称：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二环西路 39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8,500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均 

主要业务：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化工、石油化工装置的设计安

装，Ⅰ、Ⅱ、Ⅲ类压力容器设计、制造，仪器、压力容器、化工机械、

化工生产装置的安装、 维修和技术改造等工程类施工。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天鸿化工经审计总资产28,425.51万元，

净资产-42,292.13 万元，营业收入 13,052.91 万元，净利润-11,785.33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天鸿化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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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二）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以化磷业研究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1417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Ofer Lifshitz 

主要业务：磷基化肥（不包括控制释放化肥和缓释肥）、湿法磷

肥、磷酸盐、磷化工、精细磷化工领域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研

究、工程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化磷业经审计的总资产 1,346.57 万

元，净资产-1,989.49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32.57 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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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25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以化磷业 50% 的股权，

Ashli Chemicals （Holland）B.V.持有以化磷业 50%的股权，公司董事

Ofer Lifshitz（奥夫 ·里弗谢茨）先生现任以化磷业董事长，

Ashli Chemicals （Holland）B.V.同时为持有公司 13.96%股权的股东

以化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三）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三）企业名称：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西山区小海口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964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俞春明 

主要业务：三聚磷酸钠、黄磷、磷酸、磷酸氢钙、磷铁、泥磷、

保温材料、矿粉、磺酸，表面活性剂（AES），二氧化碳，磷酸盐系

列产品、强面精、水泥、塑料纸箱、编织袋、洗涤、沐浴液、洗发以

及上述各类系列产品的自产自销、批发零售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45,195.66 万元，净

资产-188,731.02 万元，营业收入 66,360.42 万元，净利润-10,530.30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轻依兰是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

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四）企业名称：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海口镇白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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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477.92 万元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仕新 

主要业务：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管理商品），建筑及

装饰材料，副食品，五金交电，文化办公用品，电线电缆、日用百货

的销售，物业管理、餐饮、家政服务、房地产策划咨询服务； 承办

会议活动及商品展示活动，矿山机械设备、建筑机械设备、干洗设备

的租赁；化工机械设备的检修维护；住宿；种植；生物资源开发；环

保科技；节能、节水设备的研究、开发。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7,766.46 万元，净

资产 8,059.76 万元，营业收入 6,609.76 万元，净利润 480.53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云天

化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公司与以上各关联方的交易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以市场定价或 

市场价格为基础，无重大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现象，并以协议 

方式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不 

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

序，各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执行市场定价，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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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云天化集团、以化投资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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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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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亿元银行融资业务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2 年，公

司提供信用反担保。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公司融资效率，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云

天化集团申请对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进出

口银行”）的 3 亿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2 年，公司

提供信用反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担保云天化集团不收取担保费用，公司对本次担保向云天化

集团提供信用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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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706.3878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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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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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 融资金额：3 亿元。 

3. 期限：≤2 年。 

4. 担保费：云天化集团不收取担保费。 

5. 反担保情况：公司提供信用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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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3 亿元的融资业务担保，担

保期限为≤2 年。云天化集团不收取担保费用，公司提供信用反担保。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笔融资能有效缓解公司资金短缺，增加流动性，提高融资效率，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云天化集团不收取担保费，公司提供信用反

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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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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

果为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

生、何涛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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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不收取担保费用，公司提供信用反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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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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