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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参会须知： 

1、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

合法权益，请有出席股东大会资格的相关人员准时到会场签到并参加会议。 

2、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履行法定义

务和遵守有关规则。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将报告

有关部门处理。 

3、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可以发言。股东要求发言时可先举手示意，经大

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应打断会议报告人的

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不得提出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无关的问题。 

4、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按如下程序进行：首先由报告人向大会作各项议案的报

告，之后股东对各项报告进行审议讨论。股东在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建议、意见或

问题，由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予以回答。最后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表

决。 

5、对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商业秘密或有损公司、股东共同利益

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相关负责人有权拒绝回答。 

6、大会表决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根据相关规定，现场计票

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参加监票、清点。各位股东代表以所代表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并在表决票上签署股东名称或姓名。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委托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

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7、议案表决后，由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并由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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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21年11月10日 

二、会议议程 

1、听取议案 

序号 议案 备注 

1.00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额度的议案  

2.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审议议案 

3、投票表决  

4、公布表决结果，宣读法律意见书及会议决议 

5、宣布会议结束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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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额度的议案 

 

基于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公司 2021年部分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将超出年初预计。现根

据实际经营需要，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对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拟将 2021年度关联交易额度进行调整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预估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锋先生、焦崇高先生、

袁亮先生对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工集团”）及其关

联公司的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董事焦梦远先生对公司

与河南轮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轮胎集团”）的 2021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估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司与中国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已经过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021 年 3 月 31 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整体划入由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新公司。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化”）来函，

中国化工集团股权划入中国中化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中国中化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成为公司新

增关联方。同时，公司根据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对部分交易金额超

过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金额的关联交易及新增关联方进行增加。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王锋先生、焦崇高先生、

袁亮先生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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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本次预计增加

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所需，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符合公

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该关联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该关联交易不会影响

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该关联交易而对其形成依赖。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意见：本次关联

交易的定价方式公平、公允；交易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

司章程》的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公开、透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

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将上述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增加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1年预估

交易金额

（调整前） 

截至公告

日已实际

发生金额 

2021 年预

估交易金额

（调整后）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购买原材料、燃

料动力等 

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等 11,700 8,163 15,000 8,182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等 0 22,465 35,000 10,685 

合计   11,700 30,628 50,000 18,86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介绍：中蓝国际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2号十二层 1205-1206室，主营业务范围：批发危

险化学品；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食用农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进出口；化工、石油化工产品和精细化工产品；销售煤炭、石油制品、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矿产品、羊毛、纺织品、服装、鞋、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汽车零配件及装饰品、水处理设备、化学试剂；物理与化学清洗及石

油化工工程的施工；技术及信息咨询服务销售润滑油；委托加工化工产品。 

2、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及最终控制方控制。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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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方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 

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3,738 万元，净资产 1,445 万元。2020 年

度营业收入 319,395 万元，净利润 1,343万元。 

（二）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介绍：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红生，注册

资本：276115.647200 万元，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清北路 233 号 

12 层，主营业务范围：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

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饲料、棉、麻、土畜产品、纺织品、服装、

日用百货、纸浆、纸制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化工、化工材料、矿产品、石

油制品（成品油除外）等。 

2、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及最终控制方控制。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方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 

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593,690 万元，净资产 2,800,029 万元。

2020年度营业收入 5,416,194 万元，净利润 174,134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由于年内煤炭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为满足实际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拟与中蓝

国际化工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煤炭等业务。公司拟向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天然胶及助剂等材料。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采购等业务。在正

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与上述关联方发生持续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定价方式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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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具备完整的业务系统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在双方平等、诚实信用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交易定价公平、公允、

合理。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

法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计划，除已经签署的协议外，公司将根据董事会、股东大

会的审议情况，与上述各关联方陆续签署相关协议，以确保完成公司 2021年度的

生产经营目标。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等相

关文件。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相关议案并发表了明确意见，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本次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按照日常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交易价格作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

关规定。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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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为推进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国际化战略，进一步加

强对海外托管企业的管控和协同，公司拟推荐袁亮先生担任海外托管企业的高级

管理人员。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日收到袁亮先生的辞职报告，申请

辞去公司董事、首席运营官、财务总监职务和公司全资子公司风神轮胎（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及北京分公司负责人职务，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1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公司副总经理张晓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时接替袁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职务，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10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张晓新先生，57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本公司副

总经理，首席运营官。历任河南轮胎厂动力分厂副厂长、厂长，本公司生产部副

部长、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监事会会主席、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