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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一、会议组织方式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二）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6月 28日（星期一） 下午 2: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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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15-15:00。 

3、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

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执行。 

（三）本次会议出席人员： 

1、凡 202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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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均有权以会议通知公布的

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2、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

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3、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本次会议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大会的职权。 

二、会议表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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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按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兰州长城电工股份

有限公司的一票表决权。 

（二）本次会议不采用累积投票制。 

（三）参加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

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在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后，填写表决票

进行投票表决，由会议工作人员收集表决票，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上传上海证

券交易所信息公司；信息公司收到上传的现场投票结果后结合网络投票情况，统

计出最终表决结果回传公司。 

（五）会议主持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的统计结果，宣布议案是否

获得通过。 

三、要求和注意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不得随意走动和喧哗，不得无故

退场。 

（二）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如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手示意，在得

到会议主持人的同意后方可发言。 

（三）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行使好表决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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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6月 28 日  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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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15-15:00。 

会议地点：公司十四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志明先生 

会议议程： 

★主持人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总数 

一、介绍出席会议人员       …………………………………董事长张志明 

二、介绍大会监票人为郑久瑞、岳海峰；计票人为周济海、李睿    

…………………………………董事长张志明 

三、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 

  ………………………………副总经理于庆瑞 

四、现场参会股东对议案进行审议并填写表决票、投票 

五、监票人、计票人统计现场会议表决情况、将现场投票结果上传上海证券

交易所信息公司 

六、宣读本次大会表决结果 

…………………………………董事长张志明 

七、宣读关于本次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八、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闭幕       

…………………………………董事长张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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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按照天水市《关于支持城区工业企业搬迁改造的意见》（市委办

发〔2018〕64 号）和《天水市政府关于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老厂区

搬迁改造扶持资金事宜的函》（天政函〔2021〕26号）文件精神，根

据城市总体规划和企业长远发展需求，天水市政府将按照城区工业企

业搬迁改造政策，对公司的全资子子公司——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开厂集团）位于天水市秦州区的老厂区的 4 宗

土地进行收储，并公开出让。此次收储的公司国有土地共 4 宗，总面

积为 136,821 平方米（合 205.23 亩），以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为价值

时点的评估价格 18,509.89 万元（其中：土地净值为 4295.14 万元，

评估价为 7676.81 万元，增值率为 78.73%，地上建筑及附着物净值

为 2152.34 万元，评估价为 10833.08 万元，增值率为 403.32%）进

行收储，本次收储的土地、地上建筑及附着物评估增值率为 187.09%。

此次土地收储后，由当地政府公开挂牌出让，并将出让价款净收益的

全部返还给公司，用于公司土地收储、搬迁补偿和搬迁项目建设。 

本次交易于 2021年 6月 10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还需提交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天水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马锋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6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注册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岷山路 37号 

主要职能：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以及市场

需求情况，编制土地收购储备规划和计划；根据土地收购储备计划，

对企事业单位需要盘活的存量土地和其他需调整的城市存量土地进

行收购，纳入储备土地统一管理；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

及市场需求，适量征用集体土地进行储备；管理由市政府依法收回的

违法用地、闲置抛荒土地及无主土地（既无合法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

并纳入储备土地；筹措、管理、运作好土地收购储备的资金；负责储

备土地的前期开发工作、做好开发土地的招商引资和投入市场的前期

准备工作，配合局有关科室做好土地出让或划拨的其他工作；负责土

地储备统计。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储相关土地为长开厂集团老厂区所在国有土地使用权，位

于天水市秦州区长开路 6 号。土地使用权相关信息如下： 

权证编号 被收储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原值 

（万元） 

净值 

（万元） 

天国用（2015）第秦

032号 

天水市秦州区长开

路 6 号 
926 40.98 29.07 

天国用（2015）第秦

033号 

天水市秦州区长开

路 6 号 
3,155 139.64 99.04 

天国用（2015）第秦

034号 

天水市秦州区长开

路 6 号 
127,500 5643.17 4002.53 

天国用（2008）第秦

038号 

天水市秦州区长开

路 6 号 
5,240 231.92 164.50 

合  计 - 136,821 6055.71 4295.14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法定情形。该土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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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收储土地、建筑物（其他地上附着物）经甘肃金土地估价规

划咨询有限公司和甘肃诚义房地产评估公司以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为

价值时点分别按照市场法及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价值如下： 

资产名称 评估价值 

天国用（2015）第秦 032号土地 51.95万元 

天国用（2015）第秦 033号土地 177.01 万元 

天国用（2015）第秦 034号土地 7,153.39 万元 

天国用（2008）第秦 038号土地 294.46 万元 

地上建筑及附着物 10,833.08 万元 

合  计 18,509.89 万元 

四、本次交易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收购方：天水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被收购方：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收购范围：收购宗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天国用（2015）第秦

032 号、天国用（2015）第秦 033 号、天国用（2015）第秦 034 号、

天国用（2015）第秦 038 号，4 宗地坐落天水市秦州区长开路 6 号， 

收购面积 136,821平方米（合 205.23亩） 

2.收购价款：以评估价值 18,509.89万元为收购价格。 

3.收购款支付和土地交付 

在签订合同时，乙方向甲方交付全部《国有土地使用证》（含不

动产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含不动产权证）原件；甲方及时组

织该宗土地的出让工作；甲方按乙方老厂区搬迁进度，向市财政申请

拨付乙方收购款项，资金到位后 3个月内及时向甲方移交土地。 

五、本次收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土地收储事项符合天水市土地规划，有利于支持天水

市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收储事项有利于公司统筹整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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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业务布局，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二）本次土地收储事项是根据天水市政府土地规划及城区工业

企业搬迁要求实施，土地收储及补偿资金在扣除涉及资产账面价值、

收储费用、职工安置、搬迁费用、搬迁损失、相关税费等支出后，产

生的差额计入公司 2021 年当期损益，具体金额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本次土地收储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现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