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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一、会场内禁止喧哗，通讯工具关闭或调至静音状态。 

二、会议资料须妥善保管，会议结束后退回会务组。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属内幕信息，在公司依法公开披露前，各

参会人员均须严格保密。 

四、参加会议人员 

2021 年 1 月 5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本公司股东授权代表；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五、大会各项内容均记入会议记录，由参会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签字。 

六、为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

集，阻断疫情传播，公司建议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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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1 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9 时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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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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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1 日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 199号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总部第一会议室 

召集人：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参加人： 

    1.截止 2021 年 1 月 5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莫勇先生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到会股东人数及代表股份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三、审议下列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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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3.《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4.《关于子公司通过信托计划融资的议案》； 

5.《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6.《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三、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四、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五、见证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六、与会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七、宣布现场会议结束。待网络投票结果产生后，确定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后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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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或“延长化建”）与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建工实业有限公司

进行换股吸收合并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陕建股份”）

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鉴于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完成向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

陕西建工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新发行股份 2,207,728,948 股和 22,300,292

股，增发后公司总股本和注册资本均发生变化。此外，公司董事会根据董

事变更情况，对《公司章程》做出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原章程 拟修订章程 

第 六 条  公 司 注册资 本 为 人 民 币

917,952,672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册资 本 为 人 民 币

3,147,981,912 元。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是指公司的副经理、董事会秘书、财

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

经济师、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总

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917,952,672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人民币普通股 917,952,672 股。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3,147,981,912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人民币普通股 3,147,981,912 股。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

主持。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

成,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人。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

成,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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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 

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

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

书；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

查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 

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

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

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

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

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

查经理的工作； 

（十六）决定公司的各项债权融资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信托、资管计

划借款及授信，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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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

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

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

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可在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10%范围内，进行国家法律、

法规所允许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董事会可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担

保对象提供担保。单笔对外担保不能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核销不超过

1000万元的坏帐或减值资产。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

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

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

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可在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30%范围内，进行国家法律、

法规所允许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董事会可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担

保对象提供担保。单笔对外担保不能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核销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坏帐或减值资产。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董

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

举产生。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副

董事长 1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

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

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

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它

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它应由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它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

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 

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

告； 

（七）在董事会闭会期间，享有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内的投资决 

策权，但最高不能超过 2000 万元，并

向下次董事会通报； 

（八）在董事会闭会期间，享有 3000

万元的融资权，单项 3亿元以内的施 

工合同审签权，并向下次董事会通报； 

（九）董事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

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

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它

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它应由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它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

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

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

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在董事会闭会期间，享有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内的投资决策

权，并向下次董事会通报； 

（八）在董事会闭会期间，享有 10 亿

元以内的融资权，并向下次董事会通

报； 

（九）董事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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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二十二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

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履行职务。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副总经 

理 3-5 名，总工程师 1 名，财务总监 1

名，总法律顾问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副总经理

3-6 名，总工程师 1名，总经济师 1名，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1 名，总法律

顾问 1名，董事会秘书 1 名，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

经济师、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总

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 

第一百三十六条 经理每届任期三年,

经理连聘可以连任。 

第一百三十六条 总经理每届任期三

年,总经理连聘可以连任。 

第一百三十七条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 

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

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 

员；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三十七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

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 

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

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

师（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 

员；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三十八条 经理应制订经理工作

细则,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三十八条 总经理应制订经理工

作细则,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一百三十九条 经理工作细则包括下

列内容: 

第一百三十九条 总经理工作细则包括

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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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理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加

的人员； 

(二)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具

体的职责及其分工； 

(三)公司资金、资产运用,签订重大合

同的权限,以及向董事会、监事会的报 

告制度；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一)总经理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

加的人员； 

(二)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

具体的职责及其分工； 

(三)公司资金、资产运用,签订重大合

同的权限,以及向董事会、监事会的报 

告制度；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四十条 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

前提出辞职。有关经理辞职的具体 

程序和办法由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务

合同规定。 

第一百四十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

以前提出辞职。有关经理辞职的具体 

程序和办法由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务

合同规定。 

第一百四十一条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的任期为三年，可以连聘连任。 

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各副总经理

的分工和职权由总经理决定。 

第一百四十一条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总经济师、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的任期为三

年，可以连聘连任。 

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各副总经理

的分工和职权由总经理决定。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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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或“延长化建”）与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建工实业有限公司

进行换股吸收合并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陕建股份”）

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本次重组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329

号”核准，本次重组向交易对手方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建工

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新发行股份 2,207,728,948 股和 22,300,292 股，上述

股份已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完成股份登记。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

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3,147,981,912 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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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资

金成本，优化负债结构，公司子公司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向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人民币 3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

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期限不超过 2 年，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申请人民币 14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

授信额度为准）、期限不超过 1 年，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

请人民币 2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额度为准）、

期限不超过 1 年。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日常营运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具体

贷款金额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本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有利于子公司日常流动资金安排，

不会对子公司及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截至目前，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合理，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授信申请不会对公

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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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子公司通过信托计划融资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资

金成本，优化负债结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委托信托公司成

立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向公司子公司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

款，金额 5 亿元，期限不超过 2+N 年。同意公司子公司陕西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通过信托计划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融资人民币 10 亿

元，期限不超过 1+N 年。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日常营运资金的实际需求确

定具体贷款金额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本次子公司通过向信托计划融资，有利于子公司日常流动资金安排，

不会对子公司及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截至目前，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合理，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授信申请不会对公

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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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已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业务模式、发展战略、运营体系

等发生重大变化，且公司原非独立董事莫勇先生、高建成先生、刘勐先生、

齐伟红先生、符杰平先生、李智先生向公司提出辞职。为适应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选举张义光先生、张文琪先生（个人简历见

附件）为公司第七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期限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上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原非独立董事辞职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生效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赵嵩正先生、田进先生、李小健

先生继续任职公司独立董事，直至本届任职期满。公司董事会董事成员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42684514-c864161199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08318355-c86416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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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简历 

张义光先生：1963 年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现

任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1982 年 6 月至 2006 年 10 月，在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原陕西省设备安装

工程公司）从事施工及管理工作，先后任分公司施工队工长、党支部书记、分公司副

经理、分公司经理、公司副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6 年 10 月至 2020 年 3 月，在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山国际工程公司，

原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先后任董事、副总

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其中，2008 年 11 月至 2011 年 8 月，

兼任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原陕西省设备安装工程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020 年 3 月至今，在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任党委书记、董

事长。 

 

 

张文琪先生：1968 年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1991 年 11 月至 2008 年 11 月，在陕西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从事施工及管理工作，

先后任工长、技术科长、分公司副经理、分公司经理、副经理、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在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山国际工程公司，

原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先后任董事、副总

经理、党委常委、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其中：2008 年 12 月至 2012 年 2 月兼任陕西

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0 年 3 月至今，在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任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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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近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杨俊杰先生、宫存博先生、陈哲先生

的辞职报告，杨俊杰先生、宫存博先生、陈哲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监事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杨俊杰先生、宫存博先生、陈哲先生辞职后，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提名，拟选举肖新房先生、郑发龙先

生（个人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需履行监事职

责。 

该议案已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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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监事简历 

肖新房先生：1963 年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陕西建工金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及董事长、陕西建工康力电梯

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建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1 年 5 月至 1983 年 2 月，在陕建十公司五队从事木工工作； 

1983 年 2 月至 1985 年 7 月，在陕建职业中专学校工民建学习； 

1985 年 7 月至 2008 年 3 月，在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原陕建八公司）从事

施工及管理工作，先后任工长、项目经理、总施工员、分公司副经理、项目部经理、

经理助理、副经理； 

2008 年 3 月至 2012 年 6 月，在陕西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原陕建四公司）从事

管理工作，任经理、党委书记； 

2012 年 6 月至 2020 年 3 月，在陕西建工金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金牛股份有

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先后任董事长、党委书记；其中，2016 年 6 月至 2020 年 3

月在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陕建有限）从事管理工作，先后任副总工程师、

董事； 

2020 年 3 月至今，在陕西建工控股集团从事管理工作，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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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发龙先生：1969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企业一级法律顾问、律师资格。

现任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法务审计部部长、助理总法律顾问。 

1991 年 7 月至 1993 年 9 月，在陕西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原陕建六公司) 从事办

公室秘书工作； 

199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在陕西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原西

省第十建筑工程公司、陕建十公司），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党

政办主任、法律顾问、工会主席、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2016 年 11 月至今，在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陕建股份）从事管理工作，任

法务审计部部长、助理总法律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