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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安排如下： 

一、会议安排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9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4点 30分 

（二）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23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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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场会议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

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1年9月15日。 

 

二、现场会议议程 

（一）董事长杨涛先生主持会议 

（二）董事会秘书段静女士报告现场到会情况 

（三）会议内容：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拟调增2021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四）股东表决 

（五）董事会秘书段静女士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六）律师宣读见证意见书   

（七）出席会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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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2021年9月15日下午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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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登记；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登记；股东可以

电话、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2、股东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法人签字、公司盖章)及代理人身份证

登记； 

3、登记时间为2021年9月22日9:00-12:00，14:00-17:00；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

戳为准； 

4、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5、登记地点：武汉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段静、周京艳 

电话：027-87172038    传真：027-87172100 

 

附：会议资料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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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1 年 9月 23日召

开的贵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拟调增 2021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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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1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月 27日召开

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进一步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促进公司规范动作，结合公司的实际发展和经营状况，

拟对公司《章程》第十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章及第九章内

容做出了调整和新增，主要涉及公司党委及总法律顾问制度的相关内容，具体修改

方案如下: 

原章程 拟修改为 

第十条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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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十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

动，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齐配强党务工

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党组织

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

编制，专职党务工作人员按不低于职工总

数 1%的比例配备。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

司预算，按照不低于职工工资总额的 1%

落实，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五章 党的建设 （96条-98条） 

第九十六条  公司党组织机构设置： 

（一）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设立公司党委和公司纪委，建立党的各级

组织。 

（二）公司党委和公司纪委的书记、

副书记、委员的职数按上级党组织批复设

置，并按照《党章》等有关规定选举或任

命产生。 

（三）公司党委设党群工作部门；同

时设立工会、团委等群众性组织；公司纪

委设纪检监察室作为工作部门。 

第五章 公司党委（96 条-101 条） 

第九十六条 公司党组织机构设置 

（一）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设立公司党委和公司

纪委，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公司党委和公

司纪委的书记、副书记、委员的职数按上

级党组织批复设置，并按有关规定选举或

任命产生。 

（二）公司设立党群工作部门和纪检

工作部门，同时设立工会、团委等群团组

织。 

第九十七条 公司党委发挥领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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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条 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

会、经营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公

司党委议事的主要形式是党委会，由党委

书记主持。党委会应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

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

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对职责范围内的事

项进行决策决议，健全并严格执行党委议

事规则，不得以召开党政联席会等形式代

替召开党委会，所议事项应当形成会议纪

要。 

第九十八条 公司党委的主要职责：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

公司贯彻执行，确保企业改革发展的正确

方向，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经济责任、政治

责任和社会责任； 

（二）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经理依法行使权职； 

（三）加强党委自身建设，突出思想

政治引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

格党内政治生活，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强

化组织建设好制度建设，夯实发挥领导核

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的基础； 

（四）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领导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依据党章和党内有关法规设立党的纪检

监察机构，领导、支持和保证纪委落实监

督责任，统筹内部监督资源，建立健全权

力运行监督机制，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

监督，建设廉洁企业； 

（五）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

设，强化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更好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六）领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工

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支持职工代表大

会开展工作，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引领企业文化、精神文明和品牌形象建

设，做好信访维稳等工作，构建和谐企业； 

（七）研究决定其它应由公司党委决

定的事项。 

 

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

讨论和决定公司重大事项。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公司党的政治建设，坚持

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始终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二）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党的理

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监督、

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

决议在公司贯彻落实； 

（三）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

项，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

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四）加强对公司选人用人的领导和

把关，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人

才队伍建设； 

（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领导、支持内设纪检组织履行监督执纪问

责职责，自觉接受上级监察机构监督，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 

（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

伍建设，团结带领职工群众积极投身公司

改革发展； 

（七）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精神

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工会、共

青团、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 

第九十八条  公司党委研究讨论是

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

序，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研究讨

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

主要包括： 

1.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落实国家

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2.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

重要改革方案； 

3.公司资产重组、产权转让、资本运

作和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 

4.公司组织架构设置和调整，重要规

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5.涉及公司安全生产、维护稳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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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权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重大事项； 

6.其他应当由党委会研究讨论的重

要事项。 

第九十九条  党委参与重大问题决

策的主要程序： 

1.召开党委会对董事会、经理层拟决

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

建议。党委认为另有需要董事会、经理层

决策的重大问题，可向董事会、经理层提

出； 

2.进入董事会、经理层尤其是担任董

事长或总经理的党委成员，要在议案正式

提交董事会或总经理办公会前就党委会

的有关意见和建议与董事会、经理层其他

成员进行沟通； 

3.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委成员在

董事会、经理层决策时，要充分表达党委

会意见和建议，并将决策情况及时向党委

会报告； 

4.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委成员发

现董事会、经营层拟作出的决策不符合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不符合

省委、省政府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明确要

求，不符合公司现状和发展定位，或事前

未作严密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可能损害国

家、社会公众利益和公司、职工的合法权

益的，要提出撤销或缓议该决策事项的意

见，会后及时向党委会报告，通过党委会

形成明确意见向董事会、经营层反馈。如

得不到纠正，要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第一百条  公司党委议事的主要形

式是党委会，由党委书记主持。党委会应

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

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进行决策决议，健全

并严格执行党委会议事规则，不得以召开

党政联席会等形式代替召开党委会会议，

所议事项应当形成会议纪要。 

第一百零一条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

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

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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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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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八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等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八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等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二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

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 

第一百三十二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

责，行使下列职权： 

......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 

....... 

 

第九章“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

审计” 

...... 

 

第九章“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

审计与法律顾问制度” 

...... 

第四节 法律顾问制度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建立总法律顾

问制度。总法律顾问全面负责公司法律事

务工作，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岗

位设置、岗位职责遵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

公司实际情况确定。 

 
（提示：新增章节及条目后，章程条文序号需

做相应调整）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以上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

事宜。上述相关章程条款的修订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请各位审议。 

 

 

 

提案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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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2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调增 2021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提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不会损害本

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对公司的影响不大，公司不会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同时该等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1 年 4 月 28 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全部通过。该议案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经公

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基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路桥”）经营业

务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 2021 年拟调整与关联方湖北省华中农业高新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农高”）、关联方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投置业”）、湖北省联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控股”）、湖北省黄麦岭磷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麦岭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共计增加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金额不超过 3,034.3 万元，调整后公司向关联人提供劳务金额不超过

6,186.865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15%。 

上述《关于 2021 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9）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指定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公司调整 2021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正常经营行为，是为了满

足日常生产经营及计划和目标实施的正常经营活动，不会因此类交易影响上市公司

独立性，也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本次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本次关联交易调整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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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调增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注 1】：调整后的本项关联交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向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或其

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劳务形成的关联交易。 

【注 2】：本项关联交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向湖北省联投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全资子

公司提供劳务形成的关联交易。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原预计

额度 
截止 2021

年 1-6 月

实际发生

金额 

本次调增额度 调整后预计额度 

新增原因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提供

劳务 

湖北省

华中农

业高新

投资有

限公司 

1,200 0.12 8,621.42  910 0.09 2,110 0.21 

8,621.42 万

元系以前年

份签订的框

架协议下的

执行数，因

业务发展需

要，2021 年

度预计将与

华中农高签

订总金额不

超过 2,110

万的提供劳

务类合同。 

提供

劳务 

武汉联

投置业

有限公

司【注

1】 

976.70 0.10 554.99 823.30 0.08 1,800 0.18 
业务发展需

要。 

提供

劳务 

湖北省

联投控

股有限

公司

【注

2】 

/ / 44.17 701 0.07 701 0.07 
业务发展需

要。 

提供

劳务 

湖北省

黄麦岭

磷化工

有限责

任公司 

/ / / 600 0.06 600 0.06 
业务发展需

要。 

合计 2,176.7 0.22 9,220.58 3,034.30 0.30 5,211 0.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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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拟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介绍 

1、湖北省华中农业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省华中农业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峻 

注册资本：73,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12 日 

住所：荆州高新区太湖大道中段 

经营范围：对基础设施、农产品基地建设及深加工、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

保产业以及其他政策性建设项目的投资；土地开发及整理；园区建设；房地产开

发业务；旅游开发业务；不动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7.9452%，华润深国

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7.39726%，荆州市宏远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13.69863%，湖北省国营太湖港农场持股比例为 6.84932%，中

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73973%，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 1.36986%。 

华中农高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5,649,201,527.43

元，主营业务收入 149,785,075.14 元，净资产 1,158,658,318.10 元，净利润

103,988,563.64 元。 

2、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睿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05 月 15 日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 36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酒店管理；物业管理；旅游开发；房

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87.33%，湖北省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持股比例为 12.67%。 

联投置业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42,098,404,952.34

元，主营业务收入 5,904,472,915.29 元，净资产 4,156,556,680.59 元，净利润

199,699,841.09 元。 

3、湖北省联投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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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湖北省联投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俊刚 

注册资本：310,0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06 日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保利广场 A 座 17 层 

经营范围：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以及其它政策性建设

项目的投资；自有资产管理业务及资本运作；土地开发及整理；园区建设；风险

性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业务；对项目的评估、咨询和担保业务（融资性担保除

外）；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要行政许可

经营的除外） 

股东：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为 100%。 

联投控股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217,683,786,099.56

元，主营业务收入 27,119,479,824.90 元，净资产 54,000,951,770.22 元，净利润

375,059,845.62 元。 

4、湖北省黄麦岭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省黄麦岭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振华 

注册资本：117,320.87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5 年 06 月 02 日 

住所：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阳平镇 

经营范围：磷矿开采；化工产品（工业硫酸、氟硅酸钠、液体无水氨)、化

肥（水溶肥、磷肥、复混肥料）制造、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销售；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饮食、住宿服务

（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湖北省黄麦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黄麦岭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2,681,680,720 

元，营业收入 789,119,231.17 元，净资产  1,246,889,031.57 元，净利润

-17,387,925.57 元。 

（二）拟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中农高、联投置业、黄麦岭公司均系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投集团”）直接或间接控股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公司。

联投集团、联投控股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因此上述公司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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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华中农高、联投置业在与公司的历史交易过程中能够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符

合要求。联投控股、华中农高、联投置业、黄麦岭公司均拥有较好的行业声誉，

运营情况良好，具备持续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拟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 2021 年经营计划，湖北路桥在原 2021 年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基础上，拟增加与华中农高、联投置业、联投控股、黄麦岭公司

提供劳务的交易，增加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3,034.3 万元，占同类业务比例不超

过 0.30%。 

（二）拟发生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参

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 

四、增加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经常性的日常关联交易，

有助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持续推进。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在双方平等、诚信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进行，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

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调增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上述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

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请各位审议。 

 

提案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