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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了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一章 总则部分 

删除： 

第二条 根据《党章》的规定，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组

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公司建

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

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的组织的工

作经费。 

第一章 总则部分 

增加： 

第十三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试行）》规定，设立中国

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建

立党的工作机构，配齐配强党务工

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第十四条 本章程对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机构、公司、党委成员、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

力。 

2 

第十五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

准，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工及化纤

材料、水泥、氧气产品的销售，机

械，机电，五金，金属材料的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汽车货运运输、

第十六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

准，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工及化纤

材料、水泥、氧气产品的销售，机

械，机电，五金，金属材料的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汽车货运运输、



汽车维修经营；经营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进口本企业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及技术；纯碱、氯化铵销售；化

肥销售；煤炭销售；焦炭销售；石

油焦销售；豆粕销售；铁矿石销售； 

(涉及行业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

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汽车维修经营；经营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进口本企业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及技术；纯碱、氯化铵销售；化

肥零售；煤炭销售，焦炭销售；石

油焦销售；豆粕销售；铁矿石销售；

非金属矿及制品、铜矿石、控制柜

的销售，从事商业经纪业务、废旧

金属制品回收与销售(涉及行业审

批的凭许可证经营)。（以上经营范

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

开展经营活动） 

3 

第八章  党组织及党的工作机

构 

第一百九十五条 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

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等规

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云南云维股份

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

委”)和中国共产党云南云维股份有

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

“公司纪委”）。 

公司党委和公司纪委的书记、

副书记、委员的职数按上级党组织

第八章 党组织及党的工作机

构 

第一百九十六条 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切实保障党组织在职工群

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

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第一百九十七条  根据《中

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

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和有



批复设置，并按照《党章》等有关

规定选举或任命产生。坚持和完善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

符合条件的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可以

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

经理层，保证党组织作用在决策层、

监督层、执行层有效发挥。严格执

行企业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制度。 

公司党委设相关党委直属部

门作为工作部门；同时设立工会、

团委等群众性组织；公司纪委设纪

检相关部门作为工作部门。党组织

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

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

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用中列

支。 

公司应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

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探索职

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推进厂务

公开、业务公开，保障职工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重大决策应当听取职

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

问题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

工大会审议，保证职工代表有序参

与公司治理。 

第一百九十六条 公司党委发

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

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

关规定，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设立中

国共产党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委

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同时，

根据有关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云南

云维股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

（以下简称“公司纪委”）。 

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党委

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每届任期 5年。任期届满应当

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党的纪律检查委

员会每届任期和党委相同。 

第一百九十九条  公司党委

班子成员一般为 5至 9人，设党委书

记 1人、党委副书记 1至 2 人，党委

委员一般应当有 3年以上党龄。 

第二百条  坚持和完善“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符合

条件的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

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

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

序进入党委，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般

由一人担任，党员总经理担任副书

记。 

第二百零一条 公司党委发挥

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主要职责是： 

（一）坚持和落实中国特色社



大事项。主要职责如下: 

（一） 加强公司党的政治建

设，坚持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始终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

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 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宣传党的理论，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监督、保证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在

公司贯彻落实； 

（三） 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

营管理事项，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

项必须经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

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公司重

大经营管理事项包括但不限于：1、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落实国家发

展战略的重大举措；2、公司的发展

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

方案；3、公司资产重组、产权转让、

资本运作和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

向性问题；4、公司组织架构设置和

调整，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5、涉及公司安全生产、维护稳定、

职工权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重大

事项；6、其他应当由公司党委研究

会主义制度，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始终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宣传党的理论，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的

决议，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

级党组织决议在本企业贯彻落实； 

（三）充分发挥在企业改革发

展中的引导权、重大决策的参与权、

重要经营管理干部选用的建议权、党

员干部从业行为的监督权、职工群众

合法权益的维护权、思想政治工作和

企业文化的领导权； 

（四）参与研究讨论企业重大

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

权； 

（五）履行企业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

党员队伍建设，团结带领职工群众积

极投身企业改革发展； 

（七）领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工作，领导

企业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团



讨论的重要事项。支持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

行使职权； 

（四） 加强对公司选人用人

的领导和把关，抓好公司领导班子

建设和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 

（五） 履行公司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领导、支持内设纪检

组织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六）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和党员队伍建设团结带领职工群众

积极投身企业改革发展； 

（七） 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

作、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工作，

领导公司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

等群团组织； 

应当由公司党委履行的其他职

责。 

组织。 

（八）坚持以人为本，及时反

映职工群众意愿，主动关心职工群众

诉求，让职工群众共享企业改革发展

成果。 

（九）应当由公司党委履行的

其他职责。 

第二百零二条  公司党委全面

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党员队

伍教育管理，严肃党的组织生活，做

好发展党员等日常管理工作。 

公司党委设相关党委直属部门

作为工作部门；同时设立工会、团

委等群众性组织；公司纪委设纪检

相关部门作为工作部门。根据公司

职工人数和实际需要，配备一定比

例专兼职党务工作人员，落实同职

级、同待遇政策，推动党务工作人

员与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双向交流。

党组织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入

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通过纳入管

理费用、党费留存等渠道，保障企

业党组织工作经费，并向生产经营

一线倾斜。纳入管理费用的部分，

一般按照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

1%的比例安排，由企业纳入年度预

算。 



章程条款序号及引述条款序号因本次修订发生变化，依序调整。章程内容除

上述条款修改外，其他内容不变。本次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本次修订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