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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议程 
 

一、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7日   13点30分 

    网络投票时间：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二、 会议地点：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三新公路207号会议室 

三、 主持人：董事长李荣强 

四、 宣布大会参加人数、代表股数、会议召开、介绍会议出席人员、

介绍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五、 股东审议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 审议《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审议《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审议《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审议《关于2019年度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7、 审议《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9、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2019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公司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金融机构按揭贷款提供阶段

性担保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

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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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14、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17、 审议《关于增补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六、 听取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丽家族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七、 统计并宣布现场投票结果 

 

八、 会议闭幕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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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审议《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提交如下，请予以审议： 

 

    请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丽家族 

2018年年度报告》及《华丽家族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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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审议《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提交如下，请予以审议：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 年，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董事会职能，发挥独立董事独立性，

贯彻执行了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断规范公司治理。

全体董事认真履职，勤勉尽责，积极参与公司重大决策，为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

策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建言献策。 

一、2018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2018 年，为适应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监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加强内部管理和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董事会决策机

制，切实保证了公司运作的有效进行。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 1次年度股东大会

和 1次临时股东大会、11次董事会会议。 

二、关于董事与董事会 

报告期内，林立新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发

展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所有职务，金泽清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职务。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及时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增补了李荣强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及公司战略发展委

员会委员，王哲先生为公司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有序完成了董事长、

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保证了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

成员完整和正常有效运作。 

报告期内，各位董事均能依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履

行董事职责，正确行使权利；均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对所议事项表达明确的意见。公司董事会成员积极参加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培训，进一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了解董事的权利、义

务和责任，认真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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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真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指定董事

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认真编制了公司 2017年度报告、2018半年度报告、

季度报告等 4次定期报告，规范披露了 65项临时公告。 

董事会严格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外

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和《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制度》，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有效地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公司全部股东有平

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四、积极发挥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的专项职能 

报告期内，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议事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确保公司规范运营；董事会议案能够充分讨论，科学、迅速和

谨慎地作出决策；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等四个专业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由董事长担任，其他各委员会中

独立董事占三分之二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各专

业委员会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和日常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与公司财务部门、内审部、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与协调，审计委员会充

分发挥了在定期报告相关工作中的监督作用；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实施细则的要求，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真履行职责，召开了专题会议，对公司董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及薪酬发放情况进行了审核。 

五、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有关工作 

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申请已于 2015年 12月 30日获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通过，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有效期内公司尚未取

得相关书面核准文件，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

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对非公开

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项的权限进行延长。报告期内，董事会就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和公司保荐机构进行持续沟通，了解项目进展情况；董事会积极关注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标的公司的发展以及运营情况并对相关产业的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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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续跟踪。 

 六、积极推进公司治理水平，提升规范化运作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规范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管理层工作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

快速市场反应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2019 年度，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规范运作。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出发，进一

步规范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各项规章和管理制度，健全内控体系，提升运营效率，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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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审议《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提交如下，请予以审议：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8 年，公司监事会认真履行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作为监事的职责，积极参加监事会审

议各项议案，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财务规范运作、

关联交易、募集资金使用、内控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监督，公司监事列席了历次公

司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独立、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法定职责，现将公司 2018年度

监事会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8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 1次年度股东大会和 1次临时股东大会、8次监事会

会议。 

二、关于监事与监事会 

1、监事会监事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凌建明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继续

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员

工通过民主推选，同意补选陈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推选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及时完成监事会监事补选工作，

保证了监事会的成员完整和正常有效运作。 

2、监事会日常履职情况 

报告期，监事会全体成员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积极参加公司股东

大会、董事会等公司重要会议，及时掌握公司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以及监督决策

程序的合法合规；平时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内审人员、财务人员、外审

机构保持紧密沟通，及时了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规范运作的情况，以及监督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高度重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公司内

部控制体系建设；认真学习最新法律法规和资本市场信息，不断提升监事会全体

成员的专业水平，较好地发挥了监事会议事、决策和监督的职能作用，切实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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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三、监事会对下列事项发表审核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监事列席了历次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

开程序、决议事项、决策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日常经

营运作，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情况等进行了监督。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能

够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运作，各项

决策程序合法，并依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内控体系。 

2、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定期和专项事项的审查，认为公司

依照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等有关要求，建立了适用于本企业的财务

管理制度。公司季度财务报告、半年度财务报告、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公司 2018 年度各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报告出具

的审计意见客观、真实。 

3、检查公司收购、出售资产的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于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事项认真审核，未发现内幕交易、

损害股东权益以及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现象。 

4、检查公司关联交易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遵循了自愿、

公开、诚信的原则，涉及的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表决程序合法，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5、检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报告期内，没有发现损害上市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也不

存在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况。   

2019 年，监事会将继续遵照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监事会的

工作,立足于提高公司的管控能力，切实履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

能，不断提升监事会能力和水平，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进一步促进公司的规范

运作，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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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审议《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提交如下，请予以审议：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688.54 万元，同比减少 81.66%；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2.55 万元，同比减少 91.20%。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资产 726,601.04 万元，净资产 378,408.16 万元。 

(一)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386,885,446.48 2,110,016,908.65 -81.66 960,408,71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825,488.76 225,338,117.94 -91.20 105,479,38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026,624.15 230,300,202.70 -95.65 127,506,32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0,857,903.38 -449,400,265.62 253.73 944,971,941.88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期末比

上年同期

末增减（%

） 

2016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784,081,607.33 3,592,239,057.25 5.34 4,155,744,684.51 

总资产 7,266,010,423.09 6,152,411,762.38 18.10 7,089,577,887.02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6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1406 -91.18 0.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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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1406 -91.18 0.06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0063 0.1437 -95.62 0.07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55 6.4500 减少5.90个百分点 2.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6.590 减少6.31个百分点 3.46 

 

（三）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86,885,446.48 2,110,016,908.65 -81.66 

营业成本 228,162,791.10 1,502,556,811.57 -84.82 

销售费用 75,720,538.89 29,803,789.57 154.06 

管理费用 106,883,585.85 125,202,761.50 -14.63 

研发费用 14,925,789.93 22,118,211.16 -32.52 

财务费用 61,511,088.32 38,293,344.81 6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0,857,903.38 -449,400,265.62 253.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038,143.54 -859,557,512.88 48.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666,882.29 1,136,482,123.31 -131.91 

 

项目名

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

票据及

应收账

款  

16,125,067.53 0.22 7,049,869.58 0.11 128.73 主要系本期

宁波墨西应

收账款增加

所致。 

 其 他

应 收

款  

21,739,391.85 0.30 60,070,222.92 0.98 -63.81 主要系本部

其他应收款

完成债转股

协议。 

  其他

流动资

产  

650,751,370.23 8.96 76,619,633.95 1.25 749.33 主要系本期

苏州购入银

行理财产品

及苏州太湖

上景花园项

目预缴税金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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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

性房地

产  

269,698,575.91 3.71 176,996,290.11 2.88 52.38 主要系本期

苏州项目公

司购入投资

性房产所致。 

  在建

工程  

123,609,309.44 1.70 18,846,228.37 0.31 555.88 主要系成都

公司项目建

设增加所致。 

  其他

非流动

资产  

80,253,520.00 1.10 10,691,520.00 0.17 650.63 主要系华丽

预付购房款

所致。 

  应付

票 据 

及应付

账款  

149,414,443.76 2.06 434,587,989.25 7.06 -65.62 主要系本期

苏州项目公

司支付工程

款减少所致。 

  预收

款项  

2,110,019,871.06 29.04 388,296,680.50 6.31 443.40 主要系本期

苏州太湖上

景花园项目

预收房款增

加所致。 

  应付

职工薪

酬  

11,172,584.92 0.15 19,095,800.99 0.31 -41.49 主要系本期

应付职工薪

酬减少所致。 

  应交

税费  

126,587,170.28 1.74 296,638,685.10 4.82 -57.33 主要系本期

苏州太湖上

景花园项目

预缴税金增

加而结转收

入减少所致。 

 其 他

应 付

款  

25,219,195.99 0.35 59,848,899.01 0.97 -57.86 主要系苏州

太湖上景花

园项目代收

款支付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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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审议《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提交如下，请予以审议：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确

认，公司 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9,825,488.76元，母公司

累计可分配利润 949,704,426.47 元。2018年度拟 2018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本公司所有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合

计分配 8,011,450.00 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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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审议《关于2019年度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现

拟定 2019 年公司董事津贴按以下标准执行： 

    公司董事长年度津贴为人民币 190 万元（税前）。公司其他董事的董事津贴

按照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标准执行。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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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审议《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 75 万元，内

控审计费用为 25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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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确保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至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议案之日起12个月后到期。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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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确保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授权决议的有效期，授权决议的有

效期至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议案之日起12个月后到期。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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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审议《关于2019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 2019 年度公司经营需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2019 年度担保计划，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具体内容如下： 

    1、上述担保总额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相关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更改相关协议，或办理与本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 

    3、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可具体调整全资子公司之间以及控股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4、上述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及各子公司的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公司性质 2019 年度担保额度 

苏州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 25,000 

上海天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 5,000 

遵义项目公司 1 全资 80,000 

 小计 110,000 

宁波墨西科技有限公司 2 控股 20,000 

重庆墨希科技有限公司 2 控股 20,000 

杭州南江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3 控股 20,000 

 小计 60,000 

 合计 170,000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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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审议《关于公司子公司为购房客户 

金融机构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担保基本情况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丽家族”）子公司苏州华

丽家族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华公司”）、苏州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地公司”）目前负责开发建设太湖上景花园项目，建设项目为

自住型商品房等房屋建设。 

    根据金融机构住房贷款政策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为加快苏州“太

湖上景花园”项目的房屋建筑销售及为购房客户提供便利，公司子公司苏华公司、

苏地公司为购买相关房屋的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余

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担保责任期间从金融机构与购房人办妥正式抵押登记

起至购房者取得不动产权证并办妥以贷款人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二、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购买太湖上景花园项目商品房的按揭贷款客户。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担保责任期间从金融机构与购房人办妥正式抵押登记起至购

房者取得不动产权证并办妥以贷款人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3、担保金额：担保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 

    4、其他具体内容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十三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19]10号）的相关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

《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改： 

    原文为 修订为 

第二十二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

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

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

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

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

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

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

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

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三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

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

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

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

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四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二条

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依照第二十二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

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

收购之日起 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

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个月

第二十四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二条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

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章程

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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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 修订为 

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规

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金

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

的股份应当1年内转让给职工。 

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

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

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

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

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

点为：公司住所地上海。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

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

席。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

点为：公司住所地上海。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

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

席。 

    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

于股东参加。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

正当理由，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应当在

现场会议召开前至少2个工作日公告并

说明原因。 

第九十五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

换，每届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

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

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

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

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1/2。 

第九十五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

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

其职务。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

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

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1/2。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

会的有关决议,设立战略、审计、提名、

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

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

第一百零七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

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

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

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

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

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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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 修订为 

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各专

门委员会的提案应提交董事会审查决

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

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

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

员会的运作。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

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

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 

    本章程第九十四条关于不得担任

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

员。本章程第九十六条关于董事的忠实

义务和第九十七条（四）～（六）关于

勤勉义务的规定，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

人员。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

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

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本章程第九十四条关于不得担任

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

员。本章程第九十六条关于董事的忠实

义务和第九十七条（四）～（六）关于

勤勉义务的规定，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

人员。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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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四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

履行职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具体情况，修订本规则。 

    请参见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丽家族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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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规范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的议事方

式和表决程序，促使监事和监事会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特修订本规则。 

   请参见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丽家族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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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六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修订

本制度。 

    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丽家族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修订草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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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七 

审议《关于增补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经公司董事会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辛茂

荀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辛茂荀：男，1958年8月出生，山西石楼县人，山西财经学院会计学本科毕

业，中共党员，会计学教授，注册会计师。历任山西财经大学会计信息化教研室

主任,财务处副处长、处长、MBA教育学院院长。现任山西财经大学教授,长期从

事会计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社会兼职有财政部首届企业内部控制咨询委员会

委员，山西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注

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太原市会计学会副会长，晋美工商管理专修学院院长。

荣获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和山西省杰出会计工作者荣誉。

目前担任美锦能源、山煤国际、通宝能源和阳泉煤业等公司独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