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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依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制定如下规定，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守执行： 

1、股东大会设秘书处，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2、股东及股东代表请按时有序进入指定会场，到场签名。 

3、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4、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

权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

的正常秩序。 

5、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

监票。 

6、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及股东代表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

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先向大会秘书处报名，经大会主持人许可，方能发言

或提出问题。 

7、每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一般不超过两次，时间最好不超过五分

钟，发言内容限定为大会议题内容，股东发言总时间控制在三十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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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现场投票对各项

议案均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对所有已列入本次大会议程的议案，参会

股东及股东代表不得以任何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 

9、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及其他人员，认真

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10、会议期间请参会人员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或将其设定为静音状

态。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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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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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吸收合并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

有限公司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00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1 选举张庆元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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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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23 日 上午 9：30 

会议地点：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 号公司会议室 

会议出席人员：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现场会议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幕，介绍到会人员 

二、主持人报告出席股东人数及其代表股份数 

三、主持人宣读《关于总监票人和监票、计票人的提名建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以举手方式表决 

四、逐项宣读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就本次股东大会议题分别审议并表决 

六、公司董事、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的提问 

七、计票人统计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现场表决情况 

八、总监票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 

九、主持人宣布保变电气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闭

幕 

十、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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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吸收合并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保定天威电气设备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结构公司”）为保定天

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变电气”、“公司”或“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主要为本公司变压器产品提供油箱及结构件等配套设备。为

压减管理层级，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保变电气拟对结构公司进

行吸收合并，该股权转让事项已获得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兵装集团”）批复。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合并方：保变电气 

注册资本：184152.848 万人民币 

住所：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 号 

法定代表人：文洪 

成立时间：1999 年 9 月 28 日 

经营范围：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等输变电设备及辅助设备、零售

部件的制造与销售；输变电专用制造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电力工程施工；

承包境内、外电力、机械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业务；相关技术、产品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开发与销

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自营本单位所有各种太阳能、风电产品及相关配套

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与本单位太阳能、风电相关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光伏

发电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的咨询、系统集成、设计、工程安装、维护；自

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业务，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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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的其他货物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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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单位：元 

时间 2018 年 2019 年 1-3 月 

资产总额 7,278,532,235.53 6,665,904,653.09 

负债总额 6,304,420,788.21 5,730,684,595.99 

净资产 974,111,447.32 935,220,057.10 

营业收入 3,186,847,122.86 550,597,952.92 

净利润 -840,021,508.05 -43,208,839.53 

（二）被合并方：结构公司 

注册资本：1655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 号 

法定代表人：李明亮 

成立时间：2001 年 7 月 25 日 

经营范围：输配电控制设备、电工专用设备、金属结构件及零部件的

生产、销售；机械加工；第一类压力容器和第二类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

销售；第三类压力容器制造、销售；技术咨询和服务（以公司登记管理机

关核定为准）。 

财务状况 

单位：元 

时间 2018 年 2019 年 1-3 月 

资产总额 120,992,728.16 117,798,821.05 

负债总额 221,127,956.32 223,470,339.43 

净资产 -100,135,228.16 -105,671,518.38 

营业收入 119,061,373.02 35,298,905.21 

净利润 -56,954,867.79 -5,629,271.18 

二、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一）吸收合并的方式： 

保变电气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结构公司全部资产、债权债务

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保变电气存续经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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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二）合并基准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三）本次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保变

电气承担。 

（四）吸收合并的范围： 

合并完成后，结构公司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由保变电气依法承继。 

（五）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

告程序。 

（六）合并双方共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和工

商登记注销等手续。 

（七）合并双方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三、 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优化优化管理结构、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

本，符合保变电气的发展战略，将对公司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结构公司系

保变电气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保变电气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

吸收合并不会对保变电气的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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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工作原因，公司独立董事孙锋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董事会提名

张庆元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聘期自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至 2021 年 2 月 8 日（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到期日），连

聘可以连任。 

关于张庆元先生拟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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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张庆元先生简历 

张庆元，男，1973 年 10 月出生，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

生学历，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

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发展中心副主任。2005 年至今在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和金融学院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