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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09-008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决议公告决议公告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对公告的虚对公告的虚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假记载假记载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111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22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八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4 月 7

日上午在福州市金仕顿大酒店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唐建辉先生主持。出席

本次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3%。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二○○八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

结果为：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二○○八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

结果为：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二○○八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

果为：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二○○九年度财务预算预案》，表决结

果为：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五、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二○○八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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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经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报告期末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404,726,590.64 元。股东大会决定以 2008 年末总股本

1,479,6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本

次派发红利总额为 221,94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182,786,590.64 元结转下

一年度。 

六、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200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为：

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七、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关于续聘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 2008 年累计支付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业务

服务费 120 万元，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聘请该所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

从事会计报表审计、咨询以及其他与公司投、融资有关的业务，聘期一年。 

八、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关于贷款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贷款额度 35 亿元内根据公司现金流量差额向商

业银行贷款，并签署有关合同、文本，贷款期限在三年以内；授权有效期自本议

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审议 2010 年度财务预算的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泉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其董事长在贷款额度 26 亿元内根据公司现金流量差额向商业银行贷

款，并签署有关合同、文本，贷款期限在三年以内，授权有效期自该授权经福泉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福泉公司审议 2010 年度财务预算的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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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泉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南门支行

申请融资额度人民币 18 亿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票、保函、信用证），用于

福泉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建设，并以福泉高速公路收费权为该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九、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股东大会通过累计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吴庭锵先生、吴

新华先生、熊向荣先生、王敏先生、蒋建新先生、黄晞女士、洪波先生、潘琰女

士、林志扬先生当选为董事，其中洪波先生、潘琰女士、林志扬先生为独立董事。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 2009 年 4 月 7 日至 2012 年 4 月 7 日。表决结果如下： 

1、吴庭锵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 100%； 

2、吴新华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 100%； 

3、熊向荣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 100%； 

4、王敏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100%； 

5、蒋建新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 100%； 

6、黄晞女士：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100%； 

7、洪波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100%； 

8、潘琰女士：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 100%； 

9、林志扬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 100%； 

十、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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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股东大会通过累计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4 名股东代表监事。

邱榕木先生、何琨女士、叶国昌先生、陈振松先生当选股东代表监事；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3 名职工代表监事，黄天顺先生、陈斌先生、林凯先生当选职

工代表监事；以上 7 名监事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

2009 年 4 月 7 日至 2012 年 4 月 7 日。表决结果如下： 

1、 邱榕木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2、 何琨女士：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3、 叶国昌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4、 陈振松先生：获得表决权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十一、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

果为：赞成 9 人，代表股份 940,026,4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对公

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修改为：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三）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

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四）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二、根据《关于核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清欠情况的通知》对第五

章第一节董事、第二节董事会、第七章第一节监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如下： 

第九十八条（关于董事义务）增加一款“(六)公司董事负有维护公司资产安

全的义务。公司董事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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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应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并提请股东大会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

事予以罢免。” 

第一百零七条（关于董事会职权）增加一款“董事会发现控股股东或其下属

企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时，应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启动‘占用即冻结’

的机制，即：一经发现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董事会

应立即依法申请有关人民法院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予以司法冻结，凡不能以

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第一百三十六条（关于监事义务）增加以下内容“监事负有维护公司资产安

全的义务。若公司监事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

监事会应当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或职工代

表大会对负有严重责任的监事予以罢免。” 

公司原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2 人……”

现修改为：“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2 人……”。 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张明锋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依法出具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八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九年四月七日九年四月七日九年四月七日九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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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第五届第五届第五届第五届董事董事董事董事会会会会、、、、监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简历简历简历简历 

一一一一、、、、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会成员会成员会成员会成员 

吴庭锵，男，1952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曾任福建省汽车运

输总公司政工科干事、福建省交通厅政治处、人事处干事、教育处副处长、政工

办副主任、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厅直机关党

委书记。现任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总经理。 

吴新华，男，1967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长期从事投资银行

业务，历任中信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山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管

理总部经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2007 年 4 月起任华

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熊向荣，男, 1954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

福建省汽车运输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福建省运输总公司龙岩公司经理，

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计财部副主任，省高速公路公司办公室主任，本公

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书记、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敏，男，1958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政工师。曾任福建

省公路局三处团委副书记、书记，福建省第二公路工程公司政治处组织干事、组

干科副科长、科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福州福泉高速公路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总经理，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人事教育处副处长。现任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

公司人事教育处处长。 

蒋建新，男, 1971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计划财务部干部、省高速公路公司计划投资处

干部，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 

黄  晞，女, 1969 年 1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曾任中福（集

团）公司助理会计师、财务科副科长，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科科长、

中福发展（香港）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

主任、中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省高速公路公司财务处高级会计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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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副处长。现任省高速公路公司财务处处长,本公司董事。 

潘  琰，女, 195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注

册会计师。曾任上海海事大学管理学院教师，福州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

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任福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

公司独立董事。 

洪  波，男，1959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一级

律师。曾任福建省司法厅干部，福建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主任，现任福建省律师

协会会长，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

法学会常务理事，福州仲裁委员会委员、仲裁员、福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本

公司独立董事。 

林志扬，男，1956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厦

门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

长，福建省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市企业管理学会副会长，福建冠福现代

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龙溪轴承（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二二二二、、、、监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 

邱榕木，男, 1950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福

建省龙岩市公路局书记、局长兼龙岩市交通局党组副书记、调研员，龙岩市建委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调研员，省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福建省高速公

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本公司监事会召集人。 

何  琨，女，1977 年 3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曾任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从 1999.8 起至今，先后在华

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发展研究部、证券管理部、计划财务部和国家资本金托管部

工作，现任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叶国昌，男，1962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曾任福州

港务局劳动工资科科员、副科长、科长，福州港集装箱公司劳工科科长、兼团委、

机关党支部书记，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人事教育部经理，福建省砂石出口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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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委书记，福建省交通运输（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兼法律事务

部副经理、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现任福建省汽车运输总公司党委副书记。 

陈振松，男, 1961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海军

航空兵机械员、机械师、机务处助理员、飞机修理厂副厂长兼质量控制室主任；

海军东航航空工程部技术教育处助理员、政治部干事、转业办主任；福建省政府

机关事务管理局人教处主任科员、副处长，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福州京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路段合作

公司管理处副处长。现任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路段合作公司管理处处

长、本公司监事。 

黄天顺先生, 1954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漳州市公路局劳

工科干事、副科长、科长，泉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人事科科长、本公司办公室主

任、本公司泉厦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人事科科长，漳州市漳诏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本公司泉厦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

本公司监事。 

陈  斌，男，1962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福建

省公路管理局计划科科员、县乡道路科副科长、科长、管理局副局长，福建罗宁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长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筹备处副主任、福建省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罗宁分公司经理，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临时党委副书

记、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林  凯，男，1972 年 6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曾就职于福建外贸中心集团、

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司、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副经理。现任本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

证券事务代表、职工代表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