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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2021 年 4 月 28 日） 

一、会议时间：2021 年 4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15：00 

二、会议地点：太原市长风街 115号世纪广场 B座 4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为民先生 

五、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出席人： 

1．截至 2021年 4月 21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会议。因故不能参加

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本次会议工作人员。 

七、会议内容： 

（一）宣布会议出席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以及参会来宾名单，宣读股东大

会须知 

（二）宣读议案，股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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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3、《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4、《关于追加确认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5、《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三）审议议案及投票表决 

（四）宣布表决结果 

（五）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六）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七）参会人员签字 

（八）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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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题 

1、《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3、《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4、《关于追加确认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5、《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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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一：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宝英先生在公司连续任职时间已满 6 年。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

拟增补辛茂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辛茂荀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由于王宝英先生的任期到期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

之一，王宝英先生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将继续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辛茂荀先生的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本次增补独立董事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3月 2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

补独立董事的公告》（临 2021-010号）。 

本议案已经 2021 年 3月 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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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原股东监事曹燕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向监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主席、股东监事职务，公司拟增补监事会股东监事一名。经公司控股股东

推荐，公司监事会审查，提名钟晓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钟晓强先生简历见附件二。 

本次增补监事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月 1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

及增补监事的公告》（临 2021-023号）。 

本议案已经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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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三：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对公司的日常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聘期一年，财务审计费用为 210 万元。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报告进行审计，聘期一年，

内控审计费用为 47万元。 

本次续聘审计机构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1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临 2021-019号）。 

本议案已经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山煤国际（600546）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8 

议题四： 

《关于追加确认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20 年，因业务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部分关联公司发生了超出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合计 9.19 亿元的购销及其他业务。该部分交易

是为保证公司正常业务需求发生的交易，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因此公司董事会就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进行追加确认。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追加确认的具体情况，详见 2021 年 4 月 10 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确认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4号）。 

本议案已经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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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五：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公司经营与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

行、交通银行等 23 家银行提出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35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的申

请。该等授信额度及项下贷款可由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使用。 

以上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限最终以银行实际授信批复为准。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额度，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

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本议案已经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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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六：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金石达公司”）拟向农

业银行太原市城西支行申请授信 0.43亿元，授信期限一年；向华夏银行太原分行

申请授信 0.4 亿元，授信期限一年；向中国银行太原鼓楼支行申请授信 2 亿元，

授信期限一年。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中农业银行太原

市城西支行和中国银行太原鼓楼支行合计 2.43 亿元部分担保是接续即将到期的

公司为金石达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 

金石达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金石达公司资产总额 16,363.18 万元，负债总额

4,359.71 万元，资产负债率 26.64%，净资产 12,003.47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50,784.90万元，净利润 752.52万元。（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人民币 16.43 亿元（均属于对子公司的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0.65亿元的 18.12%。 

本次担保的具体内容 ，详见 2021 年 4 月 1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21-020

号）。 

本议案已经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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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七： 

《关于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

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根据协议，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

范围内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综合授

信服务及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本次签署协议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月 1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山西焦

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21-021

号）。 

本议案已经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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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辛茂荀，男，汉族，1958 年 8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学教授、

注册会计师。曾任山西财经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山西财经大学 MBA 教育学

院院长。现任山西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太原

市会计学会副会长，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丽家族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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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监事候选人简历 

钟晓强，男，汉族，1978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曾任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山西焦煤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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