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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和股东代表依法行使权

利，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按照同股同权、权责平等的原则，现就本

次股东大会作如下规定： 

一、股东和股东代表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

权等各项权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

益，保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会议主持人视会议情况安排股东

和股东代表发言、提问，组织公司有关人员回答股东和股东代表

提出的问题。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股东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即一股一票。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采取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股东在现场投票表决时，非累积投票的议案均有“同意”、“反对”、

“弃权”三种意见，请选择一种意见，并在方框内打“√”，除

回避表决的股东外，其他多选意见或者不选意见，均视为对该项

议案弃权。累积投票的议案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监事人数

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二）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行使表决权，可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

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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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均以第一次表决结

果为准。网络投票操作详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议案

的表决结果需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现场投

票表决完毕后，工作人员将现场投票结果上传至上证所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暂时休会。待从该公司信息服务平台下载现场与网络

投票合并结果后复会。 

三、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2个。其中议案 1为非累积投票

普通决议议案，由参加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后通过。议案 2 为累积投票议案，每一

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

集中使用，投票结束后累积计算得票数，按照董事候选人得票多

少的顺序，得票多者当选。 

四、股东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时，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

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五、公司董事会聘请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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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4:00 

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95 号盘江集团

总部会议中心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家道先生 

参加人员： 

1.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5.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律师。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报告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所持有的

股份总数及其占总股本的比例。 

二、主持人介绍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出席人员和列席人

员，并宣布会议开始。 

三、主持人宣布分项审议各项议案： 

1.关于公司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置换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四、参会股东对议案发表意见。 

五、会议主持人宣布进行投票表决。 



600395盘江股份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5 

六、推举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七、会议工作人员在监票人和律师的监督下收集表决票并统

计票数，由监票人代表宣读现场会议表决结果。（清点、统计现

场表决票数并上传到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暂时休会；待从

该公司信息服务平台下载现场与网络投票合并结果后复会。） 

八、由监票人代表宣读表决结果。 

九、董事会秘书宣读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十一、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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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 

 

关于公司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

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1年10月15日）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深入贯彻落实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以煤为主、延伸产业链、科学发展”的发展战略，进一步

聚焦主业，提高公司对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

黔资源”）的股权比例，清理退出公司非主业、非优势业务，促

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为此，经沟通协商，公司拟以持有的贵州盘

江至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诚实业”）100%股权与

公司控股股东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

江控股”）持有的首黔资源 33.67%股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由股

权价值较低方以现金补足，并签署《资产置换协议》，具体情况

如下，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做强做优做大煤电主业，加快清理退出公司非主业、非优

势业务，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经双方沟通

协商，公司拟将持有的至诚实业 100%股权与盘江控股持有的首

黔资源 33.67%股权进行置换，即公司置出非主业、非优势资产，

置入优质煤炭资源资产，差额部分由股权价值较低方以现金补足。

由于盘江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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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95 号 

注册资本：110,702.8 万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01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陈华 

股权结构：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

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煤炭及其它工业

项目投资；金融证券投资；非银行金融性理财投资；高技术产业

投资；职业教育、医疗、旅游业与地产投资；大宗物资贸易服务；

集中采购服务；供应链服务；资产管理（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需

审批的除外）。 

三、标的公司概况 

（一）置入资产概况 

1.首黔资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乡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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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9 年 1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尹翔 

经营范围：煤炭资源开发、煤炭开采（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加工及销售；焦炭产品生产及销售；煤焦化产品生产及销售；发

电及上网供电；钢铁产品生产及销售；以及自营产品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劳务输出、建筑安装工程设计、施工、运

输；机械及电气、热工仪表修理、加工、制造；水泥、工业气体、

工业自动化项目的设计、安装；医用氧气生产；矿产品、耐火材

料、金属制品、办公自动化、汽车配件设备销售；仓储、道路货

物运输；广告业务、汽车租赁、物流服务、零担运输；物业管理；

房屋、门面租赁；销售原煤、洗精煤。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62,800 52.33%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400 33.67%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800 9% 

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 6,000 5% 

合计 120,000 100% 

3.主要业务情况 

首黔资源所属杨山煤矿现有煤炭产能 30万吨/年，为了进一

步开发纳木井田优质煤炭资源，拟技改扩能到 120 万吨/年。杨

山煤矿资源储量丰富，设计可采储量 23,581 万吨，煤种主要为

焦煤、瘦煤。 

4.主要财务指标 

经审计，首黔资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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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万元） 110,681.73 113,299.75 

净资产（万元） 62,561.82 76,238.46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万元） 10,670.64 7,480.02 

净利润（万元） 182.27 373.73 

5.其他情况 

（1）本次交易首黔资源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 

（2）根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置换法律意见

书》，盘江控股持有的首黔资源 33.67%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股

权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属于可

依法转让的股权。 

（二）置出资产概况 

1.至诚实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盘江至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翰林街道盘江西路 

注册资本：22,3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孙佳华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

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矿用材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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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不动产租赁；物业管理；酒店经营与管理；旅游资源开发

与经营；生态种植项目；广告传媒；办公用品与电脑耗材销售；

农贸市场经营管理；电子商务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指标 

经审计，至诚实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万元） 33,759.74 33,736.52 

净资产（万元） 21,671.72 21,716.43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万元） 5,496.70 3,166.98 

净利润（万元） -347.94 -255.29 

3.其他情况 

根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置换法律意见书》，

公司持有的至诚实业 10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股权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属于可依法转让的

股权。 

四、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首黔

资源和至诚实业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并经备案的《首黔资源资产评估报告》（中天

华资评报字[2021]第 10635 号）以及《至诚实业资产评估报告》

（中天华资评报字[2021]第 10636 号），标的公司净资产最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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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如下： 

标的公司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值额（万元） 增值率 

首黔资源 76,238.46 121,563.94 45,325.48 59.45% 

至诚实业 21,716.44 22,131.41 414.97 1.48% 

以上述各标的公司的净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

一致，公司置出至诚实业 100%股权作价 22,131.41 万元，置入

首黔资源 33.67%股权作价 40,930.58万元。置换差额 18,799.17

万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盘江控股支付。 

五、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当事人 

甲方：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2.资产置换方案 

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为乙方所持有的至诚实业 100%股权；

置入资产为甲方持有的首黔资源 33.67%股权。 

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共同委托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2021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评估，交易

价格按照经有权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 

双方一致同意，乙方以置出资产与甲方持有的置入资产等值

部分进行资产置换，等额置换部分不涉及对价支付；资产置换的

差额部分，由股权价值较低一方以现金方式补足差价。 

3.交割事项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到交割日的期间损益，置入资产部分

归属于乙方，置出资产部分归属于甲方。 

4.协议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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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 

（1）甲、乙双方正式签署本协议并依法取得根据各自内部决

策权限和程序规定的董事会和（或）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批准； 

（2）本次资产置换交易通过盘江煤电集团资产交易审查。 

六、对公司的影响 

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持有首黔资源股权比例将由 52.33%增加至 86%，首黔资源仍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不再持有至诚实业股权，将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至诚实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交易公司置出非主业、非优势资产，置入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的资产，有利于公司聚焦煤电主业，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

从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3.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及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

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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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二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021年10月15日）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简永红先生已向董事会提交辞职报

告。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提出的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即

生效。根据公司控股股东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

荐，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王爽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增补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附件：王爽先生简历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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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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