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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 

为了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股东大会的会议秩序和议

事效率，保证大会顺利进行，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为确认出席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或其他出席者的出席资

格，会议工作人员将对出席会议者的身份进行必要的核对工作，请

被核对者给予配合。 

    二、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三、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维护股东合法权益。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

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

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的发言主题应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有关，确保大

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六、根据《公司章程》，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

决以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七、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大会议案后，应对议案做出决议。 

八、表决投票统计，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公司监事、见证律

师参加，表决结果当场以决议形式公布。 

九、股东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0772-250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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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安排 

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7 月 16 日上午 9:30。 

二、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7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三、 现场会议地点：柳州市东环大道282 号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四、 主持人：董事长林钻煌 

五、 会议议程 

（一）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报告出席情况； 

（二） 推举现场投票计票人和监票人； 

（三） 审议议案 

议案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是否为特别

决议事项 

1.00 

关于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否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1 
关于选举林钻煌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否 

2.02 
关于选举吴堃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否 

2.03 
关于选举王为民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否 

2.04 
关于选举莫善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否 

2.05 
关于选举龚慧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否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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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关于选举张重义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否 

3.02 
关于选举余兵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否 

3.03 
关于选举魏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否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4.01 
关于选举牟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否 

4.02 
关于选举莫瑞珖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否 

（四） 股东交流； 

（五） 股东投票表决； 

（六） 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合并表决结果； 

（七） 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八）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 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十）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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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确保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拟聘请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 

一、 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 2 幢 13 层 

业务资质：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 

历史沿革：1993 年,经国家审计署批准成立了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是全国审计系统第一家加入国际会计组织的会计师事务所。1999 年，

经财政部和审计署批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6 年，永拓成为尼

克夏国际成员所。2007 年，经香港政府批准，永拓在香港成立了永

拓富信（香港）会计师事务所。2013 年底，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完成

由有限责任公司向特殊普通合伙制转制，是全国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执业资格40家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具有金融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具有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2019 年，永拓

通过香港 FRC财务汇报局认证，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审计许可。

2002 年起至今，连续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评为全国百强会计师事

务所。通过了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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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员信息 

目前，永拓所包括首席合伙人吕江在内的合伙人数量 103 人，注

册会计师人数 511 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221 人，从

业人员 1,097 人。 

3. 业务规模 

上年度业务收入 34,289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29,407 万

元, 证券业务收入 15,017 万元）。上年度该事务所拥有的上市公司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客户家数为 35 户，新三板公司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业务客户 169 户。涉及的行业包括有色金属、新能源、煤炭开

采、交通运输、通用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医药卫生、房地

产、农业畜牧业、食品制造、木材加工等。 

4. 投资者保护能力 

永拓所已投保职业责任保险，能依法承担因执业过失而导致的民

事赔偿责任。 

永拓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永拓所近三年没有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

施。近三年累计收到证券监管部门采取的行政监管措施 6 份。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监督管理措施不影响永拓所继续承接或执行证

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 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质量控制复核人： 

史春生，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 年起从事审计工作，2015 年专

职从事证券业务质量控制复核工作。曾为多家公司提供过 IPO 审计复

核、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复核等证券服务，无兼职，具备相应的专业胜

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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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任签字注册会计师： 

马重飞，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 年起从事审计工作，无兼职，

有证券服务业务经历，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孙建西，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 年起从事审计工作，无兼职，

有证券服务业务经历，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2. 项目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拟任质量复核人史春生和签字注册会计师马重飞、孙建西不

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

近三年亦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马重飞曾

因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审计项目执业中存在对

关联交易审计不到位等问题被广西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三、 审计收费 

经双方沟通，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 5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费 28 万元，合计 78 万元，与 2020 年度持平。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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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林钻

煌先生、吴堃先生、王为民先生、莫善军先生、龚慧泉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现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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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1 

 

关于选举林钻煌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提名林钻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林钻煌先生简历： 

林钻煌，男，1965 年生，博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董事、

总裁、广西两面针亿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兼任安徽两面针·芳草日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两面针（江

苏）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州两面针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林钻煌先生持有 36,680 股公司股票，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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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2 

 

关于选举吴堃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提名吴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吴堃先生简历： 

吴  堃，男，1964 年生，博士，高级经济师，高级职业经理人。

曾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安徽两面针•芳草日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两

面针（江苏）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

司董事长、柳州两面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总裁。 

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吴堃先生持有 36,587 股公司股票，与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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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3 

 

关于选举王为民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提名王为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王为民先生简历： 

王为民，男，1966 年生，本科，会计师。曾任公司董事、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柳州两面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盐城捷

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

监。 

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王为民先生持有 35,000 股公司股票，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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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4 

 

关于选举莫善军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提名莫善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莫善军先生简历： 

莫善军，男，1973 年生，研究生，会计师。曾任公司董事、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

广西两面针亿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莫善军先生持有 5,000 股公司股票，与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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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5 

 

关于选举龚慧泉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董事会根据股东推荐，提名龚慧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龚慧泉先生简历： 

龚慧泉，男，1970年生，研究生，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广

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柳州市元成金属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柳州桂中海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柳州市政府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柳

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柳州市智甲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 

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龚慧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近五年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4 

 

 

议案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张重

义、余兵、魏佳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采用累积

投票制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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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01 

 

关于选举张重义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提名张重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张重义先生简历： 

张重义，男，1963 年生，博士，福建农林大学农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

体系建瓯综合试验站站长，兼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天然药物资源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态学会中药资源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中药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现任公司独立

董事。 

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张重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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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02 

 

关于选举余兵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提名余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余兵先生简历： 

余兵，男，1969 年生，汉族，本科，注册会计师。曾任中磊会

计师事务所广西分所高级经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广西分所高级经

理，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广西分所副所长。 

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余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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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03 

 

关于选举魏佳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提名魏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魏佳先生简历： 

魏佳，男，1979 年生，法学博士后，法学教授、执业律师。现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广西财经学院教授，广西桂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建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截至2021年7月16日，魏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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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需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提名牟创、莫瑞

珖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现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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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01 

关于选举牟创先生 

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监事会经股东单位推荐，提名牟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牟创先生简历： 

牟创，男，1970 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柳州市

阳和工业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工委委员。现任本公司监事会

主席，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柳州市政

府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委会代表，广西新柳邕农

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柳州元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广西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柳工（柳州）压缩机有限公

司董事。 

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牟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近五年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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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02 

关于选举莫瑞珖先生 

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提名莫瑞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附莫瑞珖先生简历： 

    莫瑞珖，男，1970 年生，在职研究生，工程师、经济师。曾任

公司牙膏分厂工艺员、开发办公室技术员、技术发展部科研工程师、

物资公司采购员、原料供应部采购主管，战略规划部项目主办、经

理助理、副部长、部长，日化事业部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现

任市场部部长。 

截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莫瑞珖先生持有 14,700 股公司股票，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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