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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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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17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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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5 月 12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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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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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17 日  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5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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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怀江；计票人为周济海、李睿    

…………………………………董事长张志明 

三、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大型电气传动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二期建设项目”的议案》 

  ………………………………副总经理于庆瑞 

四、参会股东现场提问 

五、现场参会股东对议案进行审议并填写表决票、投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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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宣读本次大会表决结果 

…………………………………董事长张志明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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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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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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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大型电气传动系统与装备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二期建设项目”的议案 

 

一、投资项目概述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传所集团）为进一步提升“大型电气传动系统与装备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实验科研基础设施条件及研发、实验测试等综合能力，

拟启动“大型电气传动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二期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国重二期项目），项目总投资 13000 万元。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 2022年 4月 2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需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89年 10 月 12 日 

3.注册地址：甘肃省天水市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廿铺工业园 22

号 

4.法定代表人：王有云 

5.注册资本：7986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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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属性：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7.经营范围：电气传动及自动化系统与装置、海洋工程装备、石

油设备、矿山设备、电厂（站）电气设备、电源设备、医疗设备电源、

供热设备、动力机组及其控制系统、中低压变频器、电动汽车充电桩、

立体停车设备、光伏发电系统与逆变设备、风力发电电气设备及变流

设备、有源电力滤波设备、无功补偿设备、电能质量管理系统、计算

机集成系统、电子工程与智能化系统、工业电视监控系统、安防系统、

自动化成套电气设备、电动汽车充电站智能运营管理系统、传动系统

成套电气设备及配套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总包、配套、技术咨

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储能项目、市政工程及清洁能源技术的开

发及工程总承包；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系统

集成及技术服务；电动汽车及其配件的销售；机电设备工程安装；设

备租赁服务；《电气传动自动化》期刊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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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国重二期项目拟建于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廿铺工业园 22 号天水

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新增建筑面积 6520 ㎡、拆除

面积 960 ㎡、改造面积 8935.1 ㎡。该项目拟新建 4 大公共研发实验

测试平台、3 大专业化研发实验测试平台、信息化管理平台等内容。

通过项目建设，实现进一步提升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科研基础设施条

件及研发、实验测试等综合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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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投资计划 

国重二期项目总投资 13000万元，企业自筹 11000 万元，银行贷

款 2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2473 万元、建设期利息 191 万元、铺

底流动资金 336万元计算。项目新增实验、检验检测等设备设施共计

293 台（套）。项目总投资估算情况见下表： 

项目总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占项目总投资

的比例（%） 
估算说明 

1 建设投资 12473 95.95  

1.1 工程费用 11721.50 90.17  

1.1.1 建筑工程费 4023.50 30.95  

1.1.2 设备购置费 7548.00 58.06  

1.1.3 安装工程费 150.00 1.15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30.00 1.77  

1.3 预备费用 521.50 4.01  

1.3.1 基本预备费 521.50 4.01  

1.3.2 涨价预备费 0 0.00  

2 建设期利息 191 1.47  

3 流动资金 1118 8.60  

 其中：铺底流动资金 335 2.58  

4 项目总投资 13000 100.00 含铺底流动 

（三）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范围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检测研究中心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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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并购置关键实验检测设备，以及相关公用设施建设。主要建设内

容如下： 

1.土建工程 

（1）拆除餐厅 960㎡。 

（2）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检测研究中心，新增建筑面积 6520

㎡。 

（3）改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研究中心（一期）3237 ㎡，底座

焊接厂房 1578.47㎡，零部件厂房 3795.63 ㎡、科研办公楼 324 ㎡。 

2.设备工程 

新建 4 个符合国家标准的公共研发实验测试平台，包括：电气传

动系统能效一体化智能测试平台、气候环境综合实验测试平台、电磁

兼容性（EMC）实验分析测试平台、大型电气传动系统仿真分析设计

平台。 

新建 3 个专业化研发实验测试平台，包括：粒子加速器电源研发

实验测试平台、变频及逆变装置产业化研究测试平台、光储充一体化

综合研发测试平台。 

新建信息化管理平台，包括：PL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ERP

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实验室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3.项目进度 

根据本项目建设的工作量，计划在 39 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试

运行半年，第四年达到设计能力。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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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后，正常年份年实现运营收入 3267 万元，税后净利润

1477 万元，税金 431 万元（含增值税 152 万元）；利税总额 1737 万

元（含增值税）。该项目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9.60%，投资利润

率 13.92%，投资利税率 14.67%，税后投资回收期 11.38 年（含建设

期）；项目盈亏平衡点 36.18%。项目“三率一期”均高于行业基准值，

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四、对公司的影响 

国重二期项目为科技战略性投资及延链补链类项目，天传所集团

作为科技研发型企业，通过项目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企业科研创

新能力，对行业技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效益显著，对

公司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项目本项目科技含量高、投资大、周期长，影响项目成

败的风险因素较复杂，本项目的主要风险因素为市场风险、技术风险、

投融资风险及政策变化风险等。 

经分析研判，天传所集团已制定了相对应的风险化解措施，同时

天传所集团将努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企业管理建设，以确保项目

顺利实施，达到理想收益。 

现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