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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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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

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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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5日的9:15-15:00。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1月15日14:00  

现场会议地点： 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多媒体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参会人员：股东、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

等。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会并报告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二、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 

三、逐项审议下列议案 

1、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投票表决 

五、休会统计表决情况 

六、宣布议案表决情况 

七、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八、见证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九、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十、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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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为规范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通用”或“公司”）关联交

易行为，结合公司 2018 年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对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做出如下调整：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 2017 年的实际经营情况于 2018 年年初对 2018 年全年的关联交易

金额进行预测，即预计 2018 年全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43,900 万元。

（具体详见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公司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由于 2018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81%（具体详见

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公司与其中一家关联企业的实际发生额已经接近年初预计金

额，考虑到该部分业务所在行业的周期性，公司拟将该部分业务 2018 年的全年

预计关联交易合计金额由 6,500万元调增至 15,000万元,合计增加 8,500 万元，

占公司 2018年全年预计总额的 3.49%，占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28%，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8年年初 

预计金额 

2018 年 1-9

月实际发生

额 

拟调增

金额 

调增后的

2018 年全年

预计金额 

一 子公司少数股东相关企业其中 

1.1 
德州富路车

业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公司采购电

动四轮车及零部件 
6,500 4,091.95 8,500 15,000 

合     计 6,500 4,091.95 8,500 15,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德州富路车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陵县经济开发区迎宾街北首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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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陆付军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场（厂）内专用旅游观光车辆制造、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丽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  

关联方德州富路依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长期占用公司资金并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德州富路所的关联交易定价均通过所签署的关联交易合

同给予了明确，定价依据主要遵循市场价格原则；没有市场价格参照的，则按成

本加成价定价；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合理方式协议

定价。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与德州富路的日常关联交易系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公司主业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或被其控制。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与德州富路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

公允，符合商业管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请各位股东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201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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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于 7

月 18 日披露了《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报告书》，并于 9月 26日披露了《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

施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公司于 9月 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

销了所回购的 59,535,500 股股份，公司总股本由 2,113,077,350 股减少至

2,053,541,850 股（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此外，鉴

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有关公司股份回购的规定进行了专项修改，修订

后的《公司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基于以上情况并根据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公司拟对《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条款章节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一章 1.6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人 民 币

2,113,077,350 元。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053,541,850 元。 

第三章第一节

3.1.6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2,113,077,350 股，均为人民币普

通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053,541,850 股，均为

人民币普通股。 

第三章第二节

3.2.3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

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

励；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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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

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

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做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

股份的活动。 

第三章第二节

3.2.5 公司因本章程第 3.2.3 条第

（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

会决议。公司依照第 3.2.3 条规

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

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

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 3.2.3条第（三）

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

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

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

份应当 1年内转让给职工。 

公司因本章程第 3.2.3 条第（一）项、

第（二）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

经股东大会决议。因本章程第 3.2.3 条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需经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 

公司依照第 3.2.3 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

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

之日起 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

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并

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 3.2.3 条第（三）、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请各位股东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2018年 11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