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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9月27日(星期五) 上午10:00时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大

街127号） 

●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一、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 审议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1 《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华贸物流(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2 《关于向星展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用途变更的议案》 

3 《关于公司继续为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向建设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公司继续为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5 《关于公司为香港中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人选的提案》 

8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提名人选的提案》 

三、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四、 宣读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五、 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六、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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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大会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组织和安排。  

三、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

认真履行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  

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五、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六、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在出席会议登记日向公司登记。  

七、股东就有关问题在现场会议提出质询的，应在出席会议登记日向公司登

记。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地、有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东

的问题。回答全部问题的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  

八、为提高会议议事效率，在股东就本次大会议案相关的发言结束后，即可

进行会议投票表决。  

九、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它股东的权

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十、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公司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以维护

其他广大股东的利益。  

十一、公司董事会聘请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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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华贸物流(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下属控股公司华贸物流（香港）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3,000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该额度期限即将届满，公司拟授

权华贸物流（香港）有限公司继续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额度3,000万美元，并由公司向华贸物流（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3,000万美

元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金

及相关违约金，期限三年。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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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星展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用途变更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星展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向星

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继续申请本金额度为人民币 2 亿元或其等值的银行授信，

授信期限一年。 

为保证现金流量充足，满足日常经营和发展需要，公司拟同意在保持授信额

度不变的提请下，1.5 亿元人民币信用额度供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港中旅

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使用，5,000 万信用额度供开具银行保函使用，其中包括为

子公司开具银行保函。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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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继续为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向建设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供应链）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等值

人民币贰亿元整。由于深圳供应链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授信

额度期限即将届满，为保证深圳供应链现金流量充足，满足其不断扩展的经营规

模和项目投入资金需求，公司拟授权深圳供应链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行继续申请授信额度，额度增加至等值人民币 2.5亿元整，并由公司提供

最高额人民币 2.5亿元整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综合授信额度项下

的主债权、利息、罚金及相关违约金，授信期限为两年。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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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继续为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为深圳港中旅供

应链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授权深圳港

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常兴支行继续申请

授信额度，额度等值人民币 1 亿元整，并由公司提供最高额人民币 1 亿元整的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深圳港

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授权深圳

供应链向招商银行深圳常兴支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亿元整，并由公

司提供最高额人民币 1亿元整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综合授信额度

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金及相关违约金，授信期限一年。 

由于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常

兴支行授信额度期限即将届满，为保证深圳供应链现金流量充足，满足其不断扩

展的经营规模和项目投入资金需求，公司拟授权深圳供应链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常兴支行继续申请授信额度，额度增加至等值人民币 2.5亿元整，

并由公司提供最高额人民币 2.5 亿元整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综合

授信额度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金及相关违约金，授信期限为两年。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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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香港中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

(亚洲)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1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授权下属控

股公司香港中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香港中贸”）向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申请 3,000 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

司向香港中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 3,000 万美元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担保范围包括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金及相关违约金。 

由于香港中贸在建设银行取得授信额度期限即将届满，为保证香港中贸现金

流量充足，满足其不断扩展的经营规模和资金需求，公司拟授权香港中贸向建设

银行继续申请等值 3,000 万美元的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最高额 3,000 万美元

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金及

相关违约金，授信期三年。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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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拟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一、修订前《公司章程》中第八十二条如下： 

董事候选人（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及监事候选人（非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监事）名单以提案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一)非独立董事提名方式和程序为：董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董事候选人（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提

名人应在提名前征得被提名人同意，并提供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董事的情形或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候选

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披露的董事候选人的

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二)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参照本章程第五章第二节的规定。 

(三)监事提名方式和程序为：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

之三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监事候选人（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提名人应在

提名前征得被提名人同意，并提供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

情形或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候选人应在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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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披露的监事候选人的资料真实、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监事职责。 

(四) 除累积投票制外，每位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

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相关规定，修订后《公司章

程》中第八十二条如下： 

董事候选人（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及监事候选人（非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监事）名单以提案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一)非独立董事提名方式和程序为：董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董事候选人（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提名

人应在提名前征得被提名人同意，并提供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教

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董事的情形或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候选人

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披露的董事候选人的资

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二)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参照本章程第五章第二节的规定。 

(三)监事提名方式和程序为：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

之三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监事候选人（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提名人应在

提名前征得被提名人同意，并提供候选人的详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

情形或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候选人应在股东

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披露的监事候选人的资料真实、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监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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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除累积投票制外，每位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股东大会在选举两名以上董事、监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

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累积投票制下，独立董事应当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分别选举。 

 

 二、修订前《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第十一条如下：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如果董事长不能召集时，由副董事长代其

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修订后《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第十一条如下：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如果董事长不能召集时，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三、 修订前《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第三十二条如下：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

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

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本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

主持人，继续开会。如果因任何理由，股东无法选举会议主持人，应当由出席会

议的持有最多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担任会议主持人。 

  

修订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第三十二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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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本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

主持人，继续开会。如果因任何理由，股东无法选举会议主持人，应当由出席会

议的持有最多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担任会议主持人。 

 

四、  修订前《公司章程》中第六十七条如下：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

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

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

持人，继续开会。 

 

修订后《公司章程》中第六十七条如下：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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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

持人，继续开会。 

  

五、 修订前《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一十三条如下：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修订后《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一十三条如下：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 

 

六、修订前《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一十八条如下：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修订后《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一十八条如下：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七、修订前《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二十条如下：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修订后《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二十条如下：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履行职务。 

 

 八、修订前《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二十二条如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长应在十日内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 

(一)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二)  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三)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 

(四)  监事会提议时； 

(五)  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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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总经理提议时； 

(七)  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开时； 

(八)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长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副董事长代其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

行职务。 

  

修订后《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二十二条如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长应在十日内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 

 (一)  三分之一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二)  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三)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 

(四)  监事会提议时； 

(五)  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议时； 

(六)  总经理提议时； 

(七)  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开时； 

(八)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长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

职务。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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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人选的提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经过三年的运作，即将于 2013年 9月 27日届满。拟提名

张震、薄宝华、郑江、周叙清、郭镇明、汪家璈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提名孟祥云、邱进新、张登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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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震：张先生于 1982年 12月参加工作，历任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厂副厂

长、炼钢厂第一副厂长、炼铁厂厂长。 唐山渤海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山银丰钢铁有限公司、唐山银丰烧结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山新丰钢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董事

长。现任港中旅集团副总经理等职务，2012年 9月至 2013年 9月任本公司副董

事长。 

郑  江：郑先生于 1993 年参加工作，历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经济科技司副主任

科员，港中旅集团企业管理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港中旅

集团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总经理，唐山国丰董事等职务，2010 年 9月至 2013年

9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薄宝华：薄先生于 1977年 9月参加工作，历任国务院侨办《侨务工作研究》编

辑部干部、国务院侨办政研室干部、副处级调研员；国务院侨办国内司经济科技

处处长；国务院侨办经济科技司副司长；中国中旅（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

旅行社总社总经理；中国中旅（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集团总经理助理兼企业发展管理部总经理、中国旅行社

总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周叙清：周先生于 1987 年参加工作，历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科员，

香港中旅集团财务部财务经理，华贸有限财务总监、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党委副书记兼总经理、成昌有限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郭镇明：郭先生于 1976 年 2 月参加工作，历任福建省中国旅行社副科长、副总

经理，港中货总经理，华贸有限董事长等职务、华贸物流常务副总。现任本公司

董事、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董事。 

汪家璈：汪先生于 1968 年参加工作，历任上海港务局业务处、集装箱处、调度

处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经济处处长，华建公司总经理，华贸有限总

经理等职务、成昌有限董事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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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登辉：张先生于 1982年参加工作，历任上海海运集团公司客轮公司副总经理，

中海集团中海客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海集团运输部总经理，中海集团总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总船长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总船长职务。 

孟祥云：孟女士于 1999年参加工作，历任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宝钢集

团有限公司首席会计师。 

邱进新：邱先生于1995年参加工作，历任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经贸政策和发展

司、条约法律司，香港中国企业协会综合事务部总监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独立董

事、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香港湖北联

谊会有限公司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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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提名人选的提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经过三年的运作，即将于 2013年 9月 27日届满。拟提名

王长乐、张宏芳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董伟中为职工监事。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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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长乐：王先生于 1974年参加工作，历任 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干部；中国

人民大学分校财经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教研室主任；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秘行司副处长；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深圳世界之

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财务总监；港中旅（珠海）海洋温泉有

限公司董事、总裁等职务。现任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审计部总经理职务。 

 

张宏芳：张女士于 1993年参加工作，历任中旅经济开发副总经理，香港中

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京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港中旅集团战

略投资部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监事、港中旅集团企业发展管理部副总经

理、港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香港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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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表决票  

股东名称：                           代表股份数：  

身份证号码：                         股东代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华贸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向星展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用途变更的议

案》 

   

3 《关于公司继续为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

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公司继续为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

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5 《关于公司为香港中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向中

国建设银行(亚洲)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人选的提案》（适用

累计投票） 

   

7.1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适用累计投票）    

 选举张震先生为董事    

 选举薄宝华先生为董事    

 选举郑江先生为董事    

 选举周叙清先生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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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郭镇明先生为董事    

 选举汪家璈先生为董事    

7.2 选举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适用累计投票）    

 选举孟祥云女士为独立董事    

 选举邱进新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张登辉先生为独立董事    

8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提名人选的提案》（适用

累计投票） 

   

 选举王长乐先生为监事    

 选举张宏芳女士为监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