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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1-016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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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月 26 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减少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至 19,868,519,955 元并批准《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章程修正案》”），同意提交公司 2020

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少注册资本情况 

2020 年 9月 25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二次 A股

类别股东会及 2020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根据该一般性授权，本公司合计回购 H 股股份

21,100,500 股，并于 2021 年 3 月 8日注销该等已回购的 H股股份。 

本次注销后，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减至 19,868,519,955 股，公司需相应

减少注册资本至 19,868,519,955 元。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章程修正案》主要包括对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党委、工会等相关条款的

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修正）（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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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

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必备条款》’）、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以下简称‘《章程指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年修订）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或称‘公司

章程’）。” 

修改为：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

及上市的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

备条款》（以下简称‘《必备条款》’）、《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下简称‘《章

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或称‘公

司章程’）。” 

（二）将公司章程第七条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公司设立党委，建立党的工作

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党委在公司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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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为：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公司设立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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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将公司章程第九条 

“公司章程对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

有约束力；前述人员均可以依据公司章程提出与公司事宜有关的权利主张。” 

修改为： 

“公司章程对公司及其股东、党委成员、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均有约束力。前述人员均可以依据公司章程提出与公司事宜有关的权利

主张。” 

（四）将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经国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门批准，公司可以发行的普通股份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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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9,620,455 股，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15,000,000,000 股，占公司可发行的

普通股总数的 75.42%。” 

修改为： 

“经国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门批准，公司已发行普通股份总数为

19,868,519,955 股，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15,000,000,000 股。” 

（五）将公司章程第二十条 

“公司成立后，于 2005 年首次公开发行 H股 3,398,582,500 股，其中发行

新股 3,089,620,455 股，减持国有股存量 308,962,045 股。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批准，并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公司于 2007 年公开发行 A 股 18 亿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公司共发行普通股 19,889,620,455 股，其中，A 股股

东持有 16,491,037,955 股，约占股本总额 82.91%，H股股东持有 3,398,582,500

股，约占股本总额 17.09%。发起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3,812,709,196 股 A股股份，约占股本总额 69.45%。” 

修改为： 

“公司成立后，于 2005 年首次公开发行 H股 3,398,582,500 股，其中发行

新股 3,089,620,455 股，减持国有股存量 308,962,045 股。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批准，并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公司于 2007 年公开发行 A 股 18 亿股。

上述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9,889,620,455 股，其中，A 股

股东持有 16,491,037,955 股，约 占股本 总额 82.91% ， H 股股 东持有

3,398,582,500 股，约占股本总额 17.09%。发起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 13,812,709,196 股 A股股份，约占股本总额 69.45%。 

经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和 H股类别股东会分别以特别决议批准，

公司回购 21,100,500 股 H 股股份并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19,868,519,955 股，其中，A 股股东持有 16,491,037,955 股，约占股本总

额 83%，H 股股东持有 3,377,482,000 股，约占股本总额 17%。发起人国家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3,812,709,196 股 A 股股份，约占股本总额

69.52%。” 

（六）将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889,620,4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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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868,519,955 元。” 

（七）将公司章程第十一章“党委”调整为“第十章”，并将本章内容 

“第一百四十六条 公司设立党委，党委由七至九名委员组成。其中，设党

委书记一名，党委副书记一至两名。符合条件的党委委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

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中符合条件的

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同时，按规定设立纪委，设纪委书记一

名。 

第一百四十七条 公司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党内法规履行职

责：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重大战略决策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以及上级党组织有关重要

工作部署； 

（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

行使用人权相结合。党委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

议，或者向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会同董事会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集

体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三）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

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四）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精

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工作。领导党风廉洁建设，支

持纪委切实履行监督责任。” 

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八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设

立中国共产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同时，根据有关规定，设立党

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百一十九条 公司党委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

期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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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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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条 公司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一般为七至九人组成，其中设党委书

记一人、副书记一至两人，其他党委成员若干名。设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一

人。 

第一百二十一条 公司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依照

规定讨论和决定公司重大事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须经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

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企业党的政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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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决议的贯彻落实；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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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强对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抓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

伍、人才队伍建设； 

（五）履行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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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 

第一百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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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总经

理担任党委副书记。” 

（八）将公司章程第二百二十四条 

“公司职工依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公司应当

为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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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 

“公司依法成立工会，工会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负

责维护广大职工正当合法权益；负责开展工会活动，建设职工之家，增强职工的

凝聚力，引导干部职工坚定不移跟党走。公司应当为工会组织提供必要的活动条

件。” 

在修改公司章程中，如因增加、删除、排列某些章节、条款导致章节、条款

序号发生变化，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章节、条款序号依次顺延或递减；公司章程中

条款相互引用的，条款序号相应变化。 

 

本次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需经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通知将

择日另行发布。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1年 3 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