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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1 月 30 日 14 时 30 分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公司会议室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宏景先生 

会议主要议程：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列席现场会议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到。 

二、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三、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 

（一）《关于聘请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三）《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四）《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注：议案 1、3 实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四、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就会议议案进行讨论。 



五、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投票表决本次会议议案。 

六、主持人宣布休会，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七、主持人宣布继续召开会议，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八、网络投票结果产生后，主持人宣布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汇总后的总表决结果。 

九、宣读会议决议并签署会议相关文件。 

十、见证律师现场见证并宣读见证意见。  

十一、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特别提醒：因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仍在持续，鉴于疫情防控需要，公司建

议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尽量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确需参加现场会的，请务必保

持个人体温正常、无呼吸道不适等症状，于参会时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具，做好个人防

护，会议当日，公司会按疫情防控要求对前来参会者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体温正常

者方可参会，请予配合。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 

 

 

议案一：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保证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各项

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

及《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

部控制的审计机构。现将提请审议事项汇报如下： 

一、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机构信息 

（一） 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1）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 成立日期：2012 年 3 月 2 日 

（3）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层 

（5） 首席合伙人：谭小青 

（6） 人员信息：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36

人，注册会计师 1,455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超过

630 人。 

（7） 业务规模：信永中和 2021 年度业务收入为 36.74 亿元，其中，审计

业务收入为 26.90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 8.54 亿元。 

（8） 审计服务情况：2021 年度，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358 家，

收费总额 4.52 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

和零售业等。公司同行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D)）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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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审计客户家数为 19 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

偿责任，2021 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7亿元。 

近三年在执业中无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 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的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

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1 次、监督管理措施 12 次、自律监管措施 0 次、纪律处分

0 次。从业人员中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4 人次、监督管理措施 25 人

次、自律监管措施 4 人次、纪律处分 0 人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 基本信息 

（1）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李海龙先生，2005 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

2015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0 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1 年开始为本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 3 家。 

（2） 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亮先生，1999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01 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07 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2 年

拟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超过 8家。 

（3）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吴高梯先生，2001 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

2010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0 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1 年开始为本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 2家。 

2. 上述相关人员的诚信记录情况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无执业行

为受到刑事处罚，无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

管理措施，无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

分等情况。 

3. 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 

信永中和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均不存在违

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二） 审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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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期审计费用定价原则 

本期审计费用系按照信永中和提供审计服务所需的人数以及人员级别、工作

天数和相应收费标准等因素确定。 

2. 收费情况及较上一期审计费用的同比变化情况 

服务内容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比例（%） 

财务报表审计 63 万元 63 万元 0 

内部控制审计 20 万元 20 万元 0 

二、 提请审议事项 

为确保 2022 年度审计工作顺利、高效实施，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同意公

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

控制的审计机构。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二○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4 

 

 

议案二：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一、基本情况 

公司 2020 年 11 月取得的 6 亿元绿色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通知书有效期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到期。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计划并充分考虑当前债券市场现状，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重新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6 亿

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二、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方案主要内容 

(一) 注册发行规模：注册 6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具体以公司在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金额为准。 

(二) 可分期发行，期限不超过 270 天（可选择 1个月、3个月、6个月及

9 个月等发行期限），超短期融资券可在 2 年注册有效期内滚动发行。注册后根

据公司资金需求及债券市场利率变动择机发行。  

(三) 发行利率：结合公司信用评级状况，根据发行市场情况选择合适的

发行窗口利率随行就市。 

(四) 发行对象：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合格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

购买者除外）。 

(五) 资金用途：超短期融资券资金用途可为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金融机

构借款。（绿色超短期融资券无法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六) 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注

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三、提请有关授权事项 

为便于顺利开展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工作，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全权负责本次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有关事宜，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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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 

(一) 确定具体注册方式和发行方案，以及修订与调整发行方案的发行条

款，包括发行规模、发行时间、发行利率、发行期限、分期发行额度、承销方式、

资金用途等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二) 聘请承销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办理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事宜。 

(三) 签署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过程中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四) 办理与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五)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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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公司第三届董事、副董事长陈秋平女士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于 2022 年 9

月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应职务，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福建

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应当

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进行增补。现依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并经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资格审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决定提名

徐婷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二○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 

徐婷，女，1979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曾任福州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福州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综合办公室负责人，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职工董事。现任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福州城建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董事，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徐婷女士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为证券市场禁入者，未被证券交

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人选，最近三年亦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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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2 年 11

月收到公司监事陈拓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拓先生因工作原因，特向公司

监事会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由于陈拓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监

事会人数低于 3人，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在

辞职申请生效前，陈拓先生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

职责。公司监事会对陈拓先生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辛勤付出以及为公司所做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现依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决定提名郭梅钦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二○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 

郭梅钦，女，1977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高级会计师。曾任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福州市水环境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监事。现任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审计部经理，福州水务平

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福州北控鼓台水环境有限公司、首创生态环境（福州）有

限公司、福建榕信水务环境产业有限公司、福州水物智联供应链有限公司、福州

水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福建海峡源脉温泉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高新区水务科

技有限公司、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闽侯县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福

州市水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市滨海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福州市城市排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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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监事。 

郭梅钦女士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为证券市场禁入者，未被证券

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人选，最近三年亦未遭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