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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一、参会股东资格审查 

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应当持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

大会。代理人还应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二、会议签到 

    三、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一）介绍参加会议的公司股东和股东代表及所代表的股份总数，

介绍参加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等。 

  （二）介绍会议议题、表决方式。 

  （三）推选表决结果统计的计票人、监票人。 

    四、宣读并审议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子公司公开挂牌出售房产的议案 

2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 关于聘请 2019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五、投票表决等事宜 

（一）本次会议表决方法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

表对议案进行表决。 

（二）现场表决情况汇总并宣布表决结果。 

（三）将现场表决结果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 

（四）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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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六）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在会议记录和决议上

签字。  

（七）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  

六、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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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子公司公开挂牌出售房产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水富云天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富云天化”）和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安化工”）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一批自有房产。

挂牌价格不低于评估价值（以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准），处

置价格以实际成交价为准。 

一、交易概述 

水富云天化拟通过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位于水

富市云天化小区内的一批原自建房产（住房原作为宿舍租赁给单身员

工居住，商铺及停车位原对外出租）。该批房产具体包括：209 套住

房，面积合计 23,301.71 ㎡；相关商铺合计 33 个，面积合计 4,859.12

㎡；停车位共 61 个车位，面积合计 2,555.63 ㎡。 

天安化工拟通过产权交易机构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位于安宁

市的天然居房产（住房原作为宿舍租赁给单身员工居住）。该批房产

为位于安宁市连然街道办事处金晖社区的天然居小区，具体包括：天

然居第 11 幢、第 21 幢共 72 套住房，面积合计 10,064.60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公开挂牌

出售房产的议案》（水富云天化），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公开挂牌出售房产的议案》（天安化工）。若上述房产

全部按评估值挂牌交易完成后，扣除相关税费预计将增加水富云天化

净利润约 5,000 万元，增加天安化工净利润约 4,000 万元，合计增加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 9,000 万元。12 个月内累计同类相关标的

交易产生的利润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5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 500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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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交易对方尚未确定。公司将根

据挂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及后续进展情况。 

（二）出让方 

公司名称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6 月 24 日  2003 年 11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 曾家其  郭成岗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12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云南省水富市云富街道办事处云

天大道 37 号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办

事处  

经营范围 

化肥原料、化工原料、有机化工产

品、电子材料、车用尿素、硫酸、

工业气体、自来水、化工设备、机

电设备及备品备件的生产和销售；

压缩、液化气体的生产等。 

化学肥料，磷化工产品, 精细化工

产品，机械产品, 矿 产品, 磷矿副

产品，矿物饲料；生产经营磷酸、

硫酸、氟硅酸钠等化工系列产品、

磷肥及复合肥系列产品及相关技

术的出口业务等。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公开挂牌出售的房产账面情况 

1.水富云天化房产 

单位：元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m
2）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住   房 23,635.75 37,372,943.75 27,318,939.84 

商   铺 5,440.20 31,671,098.67 23,240,974.84 

地下车库 5,237.30 14,568,540.12 10,643,198.83 

后期改造   5,265,000.00 

合  计 
 

83,612,582.54 66,468,113.51 

2.天安化工房产 

单位：元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m
2）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天然居 11幢住房 5,041.20 8,312,515.13 4,884,411.21 

天然居 21幢住房 5,023.40 8,313,169.35 4,885,059.93 

合  计 10,064.60 16,625,684.48 9,769,471.14 

（二）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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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出售资产 

2.权属状况说明：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水富云天化房产 

水富云天化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对拟处置的 209 套闲置住房、33 间商铺以及 61 个车位进行评

估。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4 月 30 日。 

评估方法的选取： 

本次评估的是住宅、商铺、停车位的市场价值，由于类似交易案

例较多，市场比较成熟，在估价时点的近期有较多的类似房屋销售的

交易案例，因此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评估。 

评估假设： 

（1）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

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2）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

无重大变化； 

（3）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

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4）本次评估假设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

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8 

（5）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

准，未考虑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

及或有负债； 

（6）假设产权持有单位提供不动产权证可以顺利办结，权属不

存在问题。 

评估结论： 

采用市场法对水富云天化名下住宅、商铺、停车位进行了评估，

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资产账面价值

6,646.81 万元，评估值 13,072.17 万元，评估增值 6,425.36 万元，增

值率 96.67%。该价值为房地合一价，包含增值税，不包含交易过程

中产生的契税等其他费用。 

2.天安化工房产 

天安化工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拟处置的天然居 72 套住房进行评估。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7 月 31 日 

评估方法的选取： 

本次评估根据评估目的及资产特点选用市场法、收益法进行房地

合一评估，两种方法分别从租、售的角度客观反映了评估对象的市场

公允价值，但由于目前该地房地产市场的租售比例失衡，收益法评估

结果不足以反映真实的市场价值，经综合分析最终选取市场法评估结

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评估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产权持有单位及其经营环境所处的政 

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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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评估基准日政府已经颁布和已经颁布尚未实施的影响产

权持有单位经营的法律、法规外，假设收益期内与产权持有单位经营

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发生重大变化；  

（3）假设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可靠，

不存在应提供而未提供、评估专业人员已履行必要评估程序仍无法获

知的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等； 

（4）假设产权持有单位未来收益期不发生对评估对象产生重大

影响的诉讼、抵押、担保等事项；  

（5）产权持有单位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国家及产 

权持有单位所处地区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无重大变化；  

（6）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7）产权持有单位所申报的资产不存在产权纠纷及其他经济纠

纷事项； 

（8）未来的贷款利率、增值税和附加税率、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不发生重大变化。  

评估结论：  

经综合分析最终选取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如下：房产账面净值为 976.95 万元，评

估价值为 7,085.79 万元，评估增值额 6,108.84 万元，增值率 625.30%。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拟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上述商业房产，最

终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将通过公开挂牌确定。  

五、处置房产对公司的影响  

该交易有利于公司子公司减少资金占用，有效回收资金，不会对

公司主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若上述房产全部按评估值挂牌交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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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扣除相关税费预计将增加水富云天化净利润约 5,000 万元，天安

化工净利润约 4,000 万元，累计增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 9,000

万元。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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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化工”）拟

向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申请 1.6 亿元的融资业务担保。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缓解公司子公司融资压力，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和期限，拟申

请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公司子公司天安化工的融资业务提

供 1.6 亿元担保额度，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人 融资主体 担保额度 期限 

云天化集团 天安化工 1.6 亿元 ≤1年 

云天化集团按实际提供担保金额收取 0.1%的担保费。 

云天化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至本次

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累计发生 14

次，金额为 36.2 亿元（含本次）。分别为：2018 年 12 月 15 日，公

司向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200 万（公司公告：临

2018-118）；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放弃云天化集团公开挂牌转让

的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10%股权的优先认购权（公司公告：

临 2018-124）；2019 年 1 月 12 日，公司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收

购云天化集团持有的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40%股权（公司公

告：临 2019-005）；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子公司向云天化集团申

请 1.8 亿元的融资业务担保（公司公告：临 2019-028）；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以控股子公司 8 亿元债权抵偿公司对云天化集团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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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债务（公司公告：临 2019-029）；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申请

云天化集团发行中期票据所筹资金中的 1.2 亿元向公司提供转贷（公

司公告：临 2019-042）；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子公司向云天化集

团申请 1.9 亿元的融资业务担保（公司公告：临 2019-044）；2019

年 5 月 29 日，公司子公司向云天化集团申请 1.3 亿元的融资业务担

保（公司公告：临 2019-058）；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子公司向云

天化集团申请 6 亿元的融资业务担保（公司公告：临 2019-067）；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司向云南水富天盛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3%的股权（公司公告：临

2019-070）；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司子公司向云天化集团申请 5 亿

元的融资业务担保（公司公告：临 2019-071）；2019 年 8 月 29 日，

公司向云天化集团申请 3 亿元银行融资业务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公告：

临 2019-092）；2019 年 9 月 28 日，公司向云天化集团申请 4 亿元银

行融资业务担保（公司公告：临 2019-100）。以上交易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 43.22%股权的控股股东。 

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1417 号 

注册资本：449,706.3878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主要业务：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

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工产

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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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品，

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云天化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10,138,158.72 万元，净资产 2,031,805.8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6,339,143.33 万元、净利润 10,593.45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为其他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提供担保情况 

1. 融资主体：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2. 融资额度：1.6 亿元。 

3. 期限：≤1 年。 

4. 担保费：融资总额的 0.1%。 

5. 反担保情况：公司不提供反担保。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天安化工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企业名称：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 

注册资本：12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成岗 

成立时间：2003 年 11 月 20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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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化学肥料，磷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机械产品，

矿产品，磷矿副产品，矿物饲料；生产经营磷酸、硫酸、氟硅酸钠等

化工系列产品、磷肥及复合肥系列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天安化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706,032.99 

万元，资产净额 182,154.28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90,507.07

万元，净利润 26,612.5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天安化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667,692.73 万元，资产净额 196,559.86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

收入 374,201.35 万元，净利润 15,973.55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公司子公司天安化工提供 1.6 亿元的

融资担保，担保期限为≤1 年。云天化集团按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收

取 0.1%的担保费，公司不提供反担保。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笔融资能有效缓解公司子公司天安化工资金短缺，增加流动性，

提高融资效率，保证公司子公司天安化工正常经营活动。云天化集团

收取担保费，不高于市场同期担保费率水平，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

果为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

生、何涛先生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子公司融资效率，优化融资结构，降低公

司综合融资成本。控股股东收取 0.1%担保费，不高于市场同期担保

费率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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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股东云天化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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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关

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的相关要求，对《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本次修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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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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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

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者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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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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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得收购

本公司股份。 

2 

第二十三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

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

方式。 

第二十三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

份，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

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二条第

（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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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二十四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二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

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

第二十四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二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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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二条规定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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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依照第二十二条第（三）

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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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二条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可以依照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

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二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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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并应当

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4 

第六十九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董事会确

定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

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可以提供网

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

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六十九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董事会确

定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

会议形式召开。同时，公司还将提 

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

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5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由股东大

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

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

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

其职务。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

选举或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

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三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6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可

以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

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咨询意见，董

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的组成和职

能由董事会确定。下设薪酬、审计、

提名委员会的，独立董事应当在委

员会成员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

例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

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

士。专业委员会行使职权时，可以

请求公司外部专业人员及机构提供

帮助，公司应为此提供必要条件，

由此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

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

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

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

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

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

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

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

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

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

的运作。专门委员会行使职权时，

可以请求公司外部专业人员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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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帮助，公司应为此提供必要条

件，由此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7 

第一百八十一条   在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

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八十一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

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

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

级管理人员。 

除上述修改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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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聘请 2019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 2019 年审计工作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公司拟聘请具

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一、聘任审计机构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聘用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中审众环”）与公司服务合同到期，鉴于中审众环已连续多年为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结合

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需要的实际情况，公司不再续聘其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公司已将该事项事先通知了中审众环，中

审众环对此表示无异议。  

中审众环在多年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职，始终坚持独

立审计的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内部控制状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

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对中审众环多年来为公司提供的专业、

严谨、负责的审计服务工作以及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拟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信永中和商定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和内控报告审计费用。 

二、拟聘任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92354581W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晓英、张克、叶韶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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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2 年 3 月 2 日  

合伙期限：2012 年 3 月 2 日至 2042 年 3 月 1 日  

主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

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

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

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聘任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为

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财政部

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独立对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控

制状况进行审计，能够满足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

工作要求。此次审计机构变更符合公司审计工作的需求，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具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认定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

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独立对上市公司财

务和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审计，能够满足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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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