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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主持人通报股东到会情况，并宣布会议开始。 

一、会议审议议题： 

1、关于与关联方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保的议案； 

2、关于为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洪洞支行申

请2.5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修订《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主持人宣读大会表决办法，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三、主持人宣读会议表决结果。 

四、主持人宣读会议决议。 

五、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六、出席会议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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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

案共 3 项，其中：第 1、2 项为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同时，第 1 项议案

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第 3 项为特别决议，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办法如下： 

一、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

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任一种方式表决。（1）现场会议

由股东或授权代表出席并现场投票行使表决权；（2）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即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本次现场股东大会表决以公司制作的表决票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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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拥有多个

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通过现场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两种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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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

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2017

年 8月 30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2017 年 8月 30

日）的 9:15-15:00。 

五、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大会主持人组织。大会设监票人三名、

计票人三名，由大会表决同意后开展工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表决

后，由计票人做现场统计，负责计算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并提交监票

人，监票人确认无误后，将现场会议表决结果上传至上交所信息公司，

由信息公司汇总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结果。收到信息公司反馈给公司

最终表决结果后，由监票人将最终表决结果提交大会主持人，由大会

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5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监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如下： 

监票人：宁春泉   马万进   郝恩磊 

计票人：李延龙   李菲菲   王  娜    

 

 

 

 

 

 

 

 

 

 

 

 

 

 

 

 

 

 

 



6 
 

关于与关联方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保的议案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各位股东： 

为了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高融资能力和效率，经实际控制

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煤集团”）批复同意，

公司拟与关联方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州煤电”）

建立互保关系，该事项经公司 2017 年 7 月 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报告

如下： 

一、互保情况概述 

为应对目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确保在融资方面得到更好的发

展，本着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本公司拟与霍州煤电建立互保

关系，互保金额为 15 亿元，期限 3年。在担保实施方面，采用一笔一

签方式，依据具体签订的保证合同作为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

具体保证金额以银行核定的担保额为准。 

二、互保对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霍州市鼓楼东街 188号 

成立日期：1992 年 5 月 11 日 

注册资本：44.02 亿元 

法定代表人：王永革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加工及销售；发电供电；汽车修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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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氧气、乙炔生产；设计、制作电视广告、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

国内外广告；印刷；住宿、餐饮；供热、通讯、房屋道路修缮、环卫、

绿化、物业服务；有线电视线路安装及维修（限于内部）；供水；氧气、

乙炔的销售。（以上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计算机信息咨询、网络、

计算机集成与维护；机电设备修理；批发零售化工产品（国家控制品

除外）、建材、硅铁、电石、刚玉；种植业（不得从事农林种子选育、

经营）；养殖业；煤矿技术开发与服务；煤层气开发利用；自建铁路、

公路的维修；工矿物资的销售；水、电、暖线路检修维护；金属材料

加工；设备租赁，房屋租赁；煤矿机电设备配件制造；LED 电子屏组装

制作；刻字、喷绘；服装、生活用品、家具、文化用品，礼品、工艺

品的销售。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5,250,670.86 万元、负债总额 4,408,770.19 万元、净资产 841,900.67

万元、资产负债率 83.97%；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34,350.43 万

元、净利润 134.39万元。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5,404,377.60 万元、负债总额 4,549,183.11 万元、净资产 855,154.49

万元、资产负债率 84.18%；实现营业收入 477,042.81 万元、净利润

1,199.33 万元。 

（三）关联关系和互保对方的股权结构图 

1、关联关系 

霍州煤电是焦煤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58.8%；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是焦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上述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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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均为焦煤集团，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股权结构图 

 

三、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互保主体 

本次互保仅限于双方信贷资金的担保，不得用于面向单位、个人、

小额贷款公司等的借款担保，不得用于为下属各子、分公司借款的担

保。 

2、互保金额 

互保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壹拾伍亿元整），在此

额度内可一次或分次使用。 

3、担保方式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100% 

14.22% 

子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5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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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为保证人向贷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互保原则 

双方应坚持基本平衡、责任对等的互保原则。在担保实施方面，

采用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签订的保证合同作为担保方承担担保

责任的依据，互保协议不作为提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具体

保证金额方面以银行核定的担保额为准。 

5、互保期限 

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在此期间双方申

请担保贷款的金额、币种、期限、违约责任、争议处理，以实际与金

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内容为准。 

6、互保范围 

双方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双方向金

融机构申请的项目贷款、基本建设贷款；经双方共同协商书面同意，

互为担保的其他贷款。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互保是为了满足双方日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的需要，有利

于互保双方的持续经营，本次互保对方为关联方霍州煤电，其生产经

营稳定，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本次互保符合双方目前的生产经营环

境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互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互保符

合国家政策和双方目前的生产经营环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互保公平合理，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会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关联互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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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7700 万元，其中：为山西三

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42000 万元，实际担保 25000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额度 35700 万元，实际提供反担保 22440 万元；实际对外担保（含反

担保）合计金额为 47440 万元；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和实际对外担保金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29.65%、13.62%和 18.09%，截至目前无逾期担保。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将在决议范围内签署互

保协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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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洪

洞支行申请 2.5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各位股东： 

按照公司 2015 年 9 月 28 日的股东大会决议和山西三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三维”）2015年 9 月 15 日的股东大会决议，

双方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在山西洪洞签署了《互保协议》，同意在三年

期限内和各自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范围内互相为对方向

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目前，山西三维在中国建设银行洪洞支行借款 2.5亿元即将到期，

该笔借款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山西三维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拟向中国建设银行洪洞支行继续申请 2.5 亿元综合授信，希望我公司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根据公司与山西三维签订的《互保协议》，本公司拟为山西三维向

中国建设银行洪洞支行申请 2.5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

次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为山西三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4.2 亿元。 

截至目前，山西三维为我公司实际担保 6 亿元，其中在渤海银行

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 1亿元，在民生银行提供综合授信担保 5亿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为山西三维提供担保的事项，经公司 2017 年 7月 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批准。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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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各位股东：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

发〔2015〕22 号）、《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企国资

改革的指导意见》（晋发〔2017〕26号）、《山西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升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的通知》（晋证监函〔2017〕155 号）等文件精

神，为了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加

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山

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

如下： 

一、原“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

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

定，制订本章程。” 

拟修改为：“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

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共产

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二、新增“第五章  党委”，内容如下： 

“第九十五条  根据《党章》规定，公司设立党委。党委由 7 名

委员组成，其中设党委书记 1 名，副书记 1 名。党委书记、董事长原

则上由一人担任。符合条件的党委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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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

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同时，按规定设立纪委，设纪委书

记 1 名。 

第九十六条  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党务工作人员，党组织机

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

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预支，不低于上级党组织规定的比例。   

第九十七条  公司党委根据《党章》等党内法规履行的主要职责： 

（一）确保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决策，集团党委及上级党组织有关重要工作部

署。 

（二）充分发挥公司党委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研究企业“三重一大”事项，支持董事会、监事会和

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三）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

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党委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提

出意见建议，或者向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会同董事会对拟

任人选进行考察，集体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四）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

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五）履行从严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支

持纪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加强对履职行权的监督，建立健

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六）认真落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企业党组织的自

身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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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

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领导和支持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依照法

律以及各自章程所确定的职责开展工作。 

（八）负责上级党组织交办事项的落实。 

第九十八条  党委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集体领导，把党委

会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对“三重

一大”事项以及其他重大事项集体研究，按照法定程序由董事会作出

决议，经理层执行，并保证落实。” 

三、新增“第一百一十二条”，内容如下： 

“第一百一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决定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公司

党委的意见。” 

公司对章程作出上述修订后， 原《公司章程》条款和章节序号相

应调整。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事项，经 2017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批准。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