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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22-047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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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2年 6月 29 日以书面形

式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临时）的通知，并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人数 8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

数 8人。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新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原有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特种

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项目。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9）。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

体办理相关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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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 年发布的系列监管指引的有关规定，同时根据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对

《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相关备

案手续。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章程全文。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会的组织和行为，保证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2022 年

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2022 年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独立董事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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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2022 年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对《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22 年发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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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修订）》、2022 年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

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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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2022 年发布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统称法律法规）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2022 年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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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202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

担保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2022 年发

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专项制

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202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

担保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2022 年发

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对《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专项制度》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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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2022 年发布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2年发

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2022 年发布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修订）》、2022 年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等规定，对《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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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投资

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指引（2022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投资者投诉处

理工作制度》进行修改。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股东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

股份及变动专项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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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2022 年

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

定《股东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变动专项管理制度》。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提供财务资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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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 

详细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改、制定相关制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0）以及本制度全文。 

2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杨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杨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杨龙先生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履行董事职责所

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能够胜任董事岗位的职责；未发现有《公司法》以及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进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

况。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将杨龙

先生作为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杨龙先生简历见附件。 

2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于 2022年 7月 25日（星期一）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具体内容请查询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2-051）。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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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八日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杨龙先生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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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先生简历 

杨龙，男，汉族，1971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曾任东海县委常委，安峰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灌云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灌云县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县行政学校校长，江

苏筑富事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灌云县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县数字化城市管理

监督指挥中心主任；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现任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