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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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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隆鑫

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请按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2019年12月7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隆鑫通用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规定

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参加会议手续，证明文件不齐或手续不全的，谢绝参会。 

二、本公司设立股东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各项事宜。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也应履行法

定义务，自觉维护会场秩序，尊重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

至静音状态。 

五、会议审议阶段，要求发言的股东应向股东大会秘书处申请，经股东大会主持人

许可后方可发言，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 

六、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以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出席会议的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按照表决票中的要

求填写，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七、公司聘请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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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的交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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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的9:15-15:00。  

现场会议时间： 2019年12月23日14:00  

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C区聚业路116号隆鑫C区1栋1楼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参会人员：股东、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会 

二、宣布现场参会人数及所代表股份数 

三、介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士的出席情况 

四、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 

五、宣读和审议议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 关于选举涂建华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2 关于选举高勇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3 关于选举余霄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4 关于选举王丙星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5 关于选举李杰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6 关于选举袁学明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 关于选举江积海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2 关于选举陈朝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3 关于选举陈雪梅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01 关于选举朱儒东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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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关于选举徐建国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上述各议案逐项以累积投票方式对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 

 

六、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讨论、提问和咨询并审议 

七、股东进行书面投票表决 

八、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表决结果，监票人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九、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与会相关人员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十一、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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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满，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将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独立董事 3名。董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经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涂建华

先生、高勇先生、余霄先生、王丙星先生、李杰先生和袁学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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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01 

关于选举涂建华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涂建华先生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涂建华先生，1963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 年至 2010年 6

月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至今任隆鑫集团有限公司、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2015 年 4 月至今历任齐合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第十三届全国政协

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委、常委，重庆市工商联主席、

总商会会长，重庆市慈善总会副会长，重庆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第二、第三届、第四

届重庆市人大代表及市人大财经委委员，2005 年全国劳动模范， 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

出民营企业家。2010年 10 月至今任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2016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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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02 

关于选举高勇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高勇先生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高勇先生，196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注册会计师，2002 年

取得重庆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副理事长。高勇先生曾

就职于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2003 年 1 

月至 2007 年 6 月任重庆隆鑫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2007 年 6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隆鑫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0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1 月任隆鑫通用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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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03 

关于选举余霄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余霄先生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余霄先生，1970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

空工程硕士，一级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2014 年 9月至 2018年 1月任中国贵州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贵州航空工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局

长；2018年 2月至 2018 年 12月任中融新大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2018年 12

月至 2019年 5月任汉能移动能源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曾以《军工企业以跨越式发展为

目标的并购与重组》获第十五届国际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获第八届“贵

州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15 年贵州省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2019 年 7 月至今任隆

鑫控股有限公司联席总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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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04 

关于选举王丙星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王丙星先生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王丙星先生，1981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在职研究

生学历、EMBA。2011年 1月至 2015年 8月任文化地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及营运）; 

2015年 9月至 2017年 8 月任世纪富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 9月至 2017年

12 月任华融瓴健医疗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风控总监；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3 月

任金源证券有限公司市场推广董事、金源金融控股集团董事兼副总裁。2019 年 11月至今

任隆鑫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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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05 

关于选举李杰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李杰先生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李杰先生，1983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

科学历。2012年 6月至 2018 年 6月任四川恒泰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 6

月至 2019年 6月，任中湖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16年 6月至今任国家网络安全十进

制未来网络工作组成员；2019年 10月至今任隆鑫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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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06 

关于选举袁学明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袁学明先生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袁学明先生，1962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重庆大学经济管理

专科学历。2000 年 11 月至今任重庆金菱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05 年

至今任重庆汽车商业协会副会长；2018年至今任重庆企业联合会副会长。2018 年 6月荣

获“2017年度重庆市优秀企业家”称号，2019年 10月荣获“重庆十大汽车风云人物”。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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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满，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将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独立董事 3名。董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经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江积海

先生、陈朝辉先生和陈雪梅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前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且

均已同意出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具备法律法规所要求的独立性。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独立董事候选人江积海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朝辉先生

和陈雪梅女士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所兼

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未超过 5家，连任时间未超过六年。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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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1 

关于选举江积海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江积海先生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江积海先生，1975年 6月出生，博士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2005 年

6 月至 2007 年 8 月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2007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

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1 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进修访问；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 Temple University,Fox School of 

Business 访问学者；2013 年 8 月至今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2017 年 4

月 6日至今任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 12月至今任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于 2019 年 7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 年第三期独立董事后续培训并通

过考试，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698fe9a3b2f46eb99db3785d0b8f9d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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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2 

关于选举陈朝辉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陈朝辉先生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陈朝辉先生，1980年 12月出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专业。2009 年 10月至

2011 年 1 月任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1 年 2 月至 2013 年 9 月

任德勤企业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财务咨询部门（FAS)企业并购融资咨询部总监；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2 月北京隆鑫矿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招金蒙矿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至今任未名金石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朝辉先生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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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3 

关于选举陈雪梅为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陈雪梅女士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陈雪梅女士，1972 年 8 月出生，注册会计师。2008 年至 2012 年，任四川泰昌建材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2 年至今任四川恒泰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8

年至今任成都九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主审。 

陈雪梅女士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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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将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非职工代表监事 2名。监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经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并经监事会审查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提名朱儒东先生、徐建

国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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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01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朱儒东先生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朱儒东先生， 1955 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会计师、

经济师。曾先后就职于人民银行重庆分行九龙坡办事处、工商银行九龙坡支行，2000年

3月至 2002年 9月任华夏银行九龙坡支行行长，2002 年 10月至 2003年 12 月任华夏银

行重庆分行党委书记、纪委书记，2004年至 2014 年 6月任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副行长兼纪

委书记；2014年 7月至今任重庆市高新区锦晖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014年 8月

至今任重庆川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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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02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将徐建国女士个人简历报告如下： 

徐建国女士，1954年 12月出生,本科,高级经济师。1995年 12月毕业于中央党校函

授学院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2001年 7月被工商银行总行评为高级经济师。1992年 12月

至 1997年 7月任工商银行重庆高科技支行办公室主任,1997年 8月至 2009 年 12月任工

商银行重庆高科技支行副行长、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2年 10月至今任上海丰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2013年 11月至今任公司第二届、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