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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600303   编号：临 2021-078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根据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八条中关于“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

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说明”的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召集人亦于本次会议上做出了相

应说明。会议应有 8 名董事出席，实际出席 7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未通过《关于深圳市中能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请增

加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 

202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能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的增加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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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议案。内容如下： 

鉴于公司将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非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选举胡永恒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宫大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张宏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徐海东

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选举于永达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吴满平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以下合称“关于选举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

赵航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徐志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选举张芳卿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下合称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选举张玉成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选举高广海先生为第

十届监事会监事》，以下合称“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深圳市中能绿色启航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

圳中能”）持有曙光股份 3%以上的股份。深圳市中能绿色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深圳中能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深圳市中能绿色启航壹

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第 5.2.1 条及第 5.2.2 条约定，

代表深圳中能向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提出以下临时提案： 

议案一：《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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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累积投票制 

1.1 《关于提名周春君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2 《关于提名闫明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3 《关于提名贾木云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4《关于提名刘全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适用

累积投票制 

2.1 《关于提名朱金淮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2.2 《关于提名段新晓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三：《关于提名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适

用累积投票制 

3.1 《关于提名刘建国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3.2 《关于提名张国林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其中，议案一以“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中存在 4 名非独

立董事未成功当选为前提，否则议案一不成立；议案二以“关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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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的议案”中 2 名独立董事未成功当选为前提，否则议案二不

成立；议案三以“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中 2 名监事未成功当选为前

提，否则议案三不成立。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附件。根据《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应选出的董事、监事人数在二名以上时，

可以实行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请董事会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前述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 12 月

28 日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0 票，反对 7 票，弃权 0 票。 

7 位董事反对意见如下：  

1、经审查议案内容，认为持股 3%以上的小股东提出要求全面改

选并掌控董事会的要求，对公司治理和经营稳定方面会产生负面影

响。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利。增选董事、监

事的数量应与公司持股比例、参与管理企业意愿等因素结合起来。目

前持股达到 3%以上的股东不只一名，如均按此效仿，影响太大，不

予支持。 

2、《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

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章程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修订）》第十三条

规定，“股东大会提案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根据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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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中能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股东大会议案

的函》，该提案属于附生效条件的议案（以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拟审议的议案未通过作为生效条件），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018 修订）》、《公司章程》关于“提案应当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

事项”的要求。 

综上，不同意将本提案增加到 2021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21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审议未通过《关于于晶提请增加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的议案》。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收到于晶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增加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内容如下： 

截至本函发出之日,本人于晶持有曙光股份 3%以上的股份。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规定,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

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本人作为持股比例超过 3%的股

东,向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提出以下临时提案: 

 议案一:《 关于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采

取累积投票制 度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提名刘全为第十属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三:《关于提名闫明为第十属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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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四:《关于提名贾木云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议案五:《关于提名周春君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议案六:《关于提名卢东为第十属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七:《 关于提名薛浩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八:《关于提名朱金淮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九:《关于提名段新晓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十:《关于提名张子君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十一:《关于提名刘建国为第十属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议案十二:《关于提名张国林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议案十三:《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适 用累

积投票制度; 

13.1《关于提名刘全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2《关于提名闫明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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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关于提名贾木云为第十属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3.4《关于提名周春君为第十属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3.5《关于提名卢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6《关于提名薛浩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十四:《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适用累积

投票制度; 

14.1《关于提名朱金淮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4.2《关于提名段新晓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4.3《关于提名张子君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十五:《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

制度; 

15.1《关于提名刘建国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15.2《关于提名张国林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其中: 

(1)议案二至议案七与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合计拟选

举 6 名非独立董事, 适用非累积投票制度表决,候选人中如获得票数

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的人数超过 6 名的,按照被

投票数的多少排序,前 6 名候选人当选;议案八至议案十与“关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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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的议案”合计拟选举 3 名独立董事,适用非累积投票制度表

决,候选人中如获得票数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的

人数超过 3 名的,按照被投票数的多少排序,前 3 名候选人当选; 议案

十一至议案十二与“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合计拟选举 2 名非职工监

事,适用非累积投票制度表决,候选人中如获得票数超过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的人数超过 2 名的,按照被投票数的多少排序,

前 2 名候选人当选。 

（2） 议案一至议案十五同时表决,如议案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则议案二至议案十二及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

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均不成立,按照议案十

三至议案十五的表决结果确定第十届董事会及第十属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的人员;如议案一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议案十三至议案十

五不成立,按照议案二至议案十二及“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确

定第十届董事会及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人员。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附件。 

根据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股东

大会应选出的董事、监事人数在二名以上时,可以实行累积投票表决

方式。  

请董事会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前述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 12 月

28 日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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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0 票，反对 7 票，弃权 0 票。 

7 位董事反对意见如下：  

1、《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

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章程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修订）》第十三条

规定，“股东大会提案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根据于

晶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股东大会议案的函》，该提案属于附生效条

件的议案（“议案二”至“议案十二”以“议案一”未审议通过作为

生效条件；“议案十三”至“议案十五”以“议案一”审议通过作为

生效条件），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修订）》、《公司章程》

关于“提案应当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的要求。 

2、《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不

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坏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于晶临时提案提名

董事和监事人数为股东大会换届选举董事和监事的全部人数，该临时

提案不利于公司经营稳定且必要性不足，同时给市场释放了决策层和

管理层不稳定的信号，违反了《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公司

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坏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综上，不同意将本提案增加到 2021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21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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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