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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须知 

  

为适应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高股东大会议事效率，保障股东合法权益，保

证大会程序及决议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精神，特制定如下大会议事规则： 

1. 股东大会设立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2. 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

履行法定职责。 

3. 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4.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

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程序和会议秩序。 

5. 股东不得无故中断会议议程要求发言。在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

言，可以将意见填在征询表上，由大会秘书处汇总后，统一递交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予以解答，或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围绕大会议题进行发言。 

6. 股东发言时，可将发言主要内容填在征询表上，经大会主持人许可，统一安

排后，到指定位置发言。每位股东发言不得超过二次，第一次发言时间不得

超过 5 分钟，第二次发言不得超过 3 分钟。 

7. 本次股东大会需通过的事项及表决结果，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见证。 

8. 股东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劝导，共同维护好股东大会秩序和安全。为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有权对大会意外情况作出紧急处置。 

 

 

大会秘书处 

二○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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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    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3月 11日下午 14:30 

会议地点：镇江润扬环龙酒店（原镇江金陵润扬大桥酒店）会议室 

会议主持：公司董事长王斌 

会议议程： 

一、介绍到会相关人员、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办法 

三、审议大会议案 

四、股东发言，高级管理人员解答股东提问 

五、投票表决 

六、大会秘书处宣读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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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选举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各位股东，本次股东大会增补一名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和公司股东中建明

茂（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各提名了一位候选人，故采取差额投票选举，股东

最多只能对其中的一位候选人投同意票。 

 

1、选举谢树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许年行先生因个人原因，已于2018年10月21日向董事会提出辞去所担任的公

司独立董事职务。现董事会提议增补谢树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如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任期将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董事会已经对谢树志先生的资格

进行了审核，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也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现任独立董事对谢树志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并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谢树志，男，1965 年 7 月生。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系经济学学士、南京大

学会计学系管理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

师、高级会计师。曾在安徽大学从事多年的会计、审计等课程的教研工作，曾任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安徽分行、徽商银行总行等企业的财务顾

问。现任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技术总监、授薪合伙人，财政

部企业会计准则第一届咨询委员会委员，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独立董事郑万青、许年行、张徐宁关于董事会提名谢树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的提名程序，以及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会议召集和召开方式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获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其他被提名人的个人履历、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的任职要求，具备担任相应职务

的资格，独立董事均表示同意。 

 

2、选举李越冬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中建明茂（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持股 4.39%的股东向董事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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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增加临时提案，提名李越冬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

会就该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李越冬，女，1977 年 1月生。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博士。现任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教授，审计系副主任，美国注册会计师，财政部国际高端会计人才，四

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审计学会理事，成都市审计学会副会长，

常务理事。曾是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审计署境外司联

合国项目审计人员。目前还担任科伦药业，高新发展独立董事暨审计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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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及其他条款 

 

一、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情况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的注册地将由上海变更为江苏，注册地址将由“浦

东新区高科西路 4037 号”变更为“江苏省丹阳市南三环路 888 号高新技术创新

园 C1楼”，最终注册地址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信息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1、因注册地址变更对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2、公司法定代表人将由总裁变更为董事长。 

3、根据新的法规要求，调整公司回购股份情形的相关内容。 

修订对照表如下： 

章程原条款 章程修订后条款 

第五条 公司住所：浦东新区高科西路

4037号 邮政编码:201204 

第五条 公司住所：江苏省丹阳市南三

环路 888号高新技术创新园 C1楼 邮政

编码 212300 

第八条 总裁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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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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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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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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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7 --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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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因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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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依照本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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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 10，并应当在

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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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

地点为：上海或江苏。 

第四十四条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

点为：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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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 ：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公司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曾决定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 5 万元人民币

（不含税）。现根据实际情况，且为便于个人所得税清缴，决定将独立董事津贴

调整到每人每年 6.5 万元人民币（含税），自 2019年 1月起执行。独立董事因出

席会议、开展工作所发生的差旅费用由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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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现场表决办法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法，有关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二）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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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每一项议案表决时，如选择

“同意”、“反对”或“弃权”，应分别在相应选项打“√”。未填、错填、字迹无

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三）每一表决票应当至少有两名股东和一名监事参加清点、监票。  

（四）本次大会的第一项议案的两项子议案为互斥议案，股东最多只能对其

中的一项子议案投同意票，如均投同意票，将作弃权处理。 

（五）本次大会的第 2 项议案为特别议案，由出席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由出席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一半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六）本次大会议案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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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意见征询表 

股东姓名  股份数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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