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煤能源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Yunnan Coal & Energy Co.,Ltd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股票代码： 600792 

股票简称：云煤能源  

 

召开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  

 

董事会办公室编制 



云煤能源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 

会 议 议 程  

 
一、宣布现场股东会参加人数及所代表股份数；  

二、推选监票人、计票人、唱票人； 

三、审议议案 ： 

1.关于《2022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新增公司 2022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四、与会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对审议事项讨论、提问，公司有关人员答疑； 

五、股东大会议案书面记名投票表决； 

六、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七、合并会议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八、公布合并表决结果； 

九、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与会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全体与会人员签署会议记录； 

十一、律师宣读法律意见；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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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2022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个别关联方

企业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较2022年初预计数有所增加，关联交易金额预计数

由551,508.00万元增至752,326.06万元，新增200,818.06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规定，公司对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将按照上

市规则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一、 2022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增加（减少）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事项 
2022 年初预计

交易金额 

2022 年新增

（减）预计金额 

2022 年预计

金额合计 

2022 年 1-6

月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1 
昆明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0.00  71.66  71.66  51.66  

2 
昆明钢铁控股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2,630.00  1,283.43  3,913.43  2,005.58  

3 
武钢集团昆明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6,758.00  329,931.57  636,689.57  265,899.57  

4 
玉溪大红山矿业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30.00  116.02  546.02  246.02  

提供劳务 100.00  57.15  157.15  87.15  

5 
云南多扶工贸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4.00  500.00  684.00  173.49  

6 
云南华云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7.50  355.50  403.00  143.86  

7 
安宁双益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250.00  200.00  450.00  389.43  

8 
红河罗次物流经

贸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00  290.00  290.00  229.62  

9 
昆明春景园林绿

化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0.00  78.00  78.00  39.27  

10 

云南天朗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48.50  74.50  123.00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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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云南泛亚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00  76.38  76.38  26.68  

12 
玉溪新兴钢铁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0,540.00  -50,244.77  70,295.23  39,245.98  

13 
红河钢铁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120,520.00  -81,971.38  38,548.62  38,275.78  

合计 
 

551,508.00  200,818.06  752,326.06  346,841.45  

 

2022 年新增（减）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原因： 

1.向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商品较年初预计增加 71.66 万元，主要

是公司孙公司云南昆钢耐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其采购废钢数量增加所致。 

2.向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销售商品较年初预计增加 1,283.43 万元，主要

是公司安宁分公司向其销售蒸汽及煤气增加所致。 

3.向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产生的销售额较年初预计增

加 329,931.57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公司贸易分公司上半年向其销售的焦

炭价格有所提升；二是新增焦粉、焦丁销售业务；三是 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搬

迁转型升级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销售焦炭数量将增加。 

4.向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购买商品较年初预计增加 116.02 万元，主要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向其购买废钢量增加所

致。 

5.向云南多扶工贸有限公司销售商品较年初预计增加 500.00 万元，主要是

公司孙公司云南昆钢耐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其销售低铬球段金额增加所

致。 

6.向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商品较年初预计增加 355.50 万元，主

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向其采购班中餐金额

增加所致。 

7.向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劳务较年初预计增加 200.00 万

元，主要是其向公司安宁分公司提供检修业务所致。 

8.向红河罗次物流经贸有限公司接受劳务较年初预计增加 290.00 万元，主

要是其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运输所致。 

9.向昆明春景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劳务较年初预计增加 78.00万元，

主要是其向公司安宁分公司提供绿化服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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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向云南天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接受劳务较年初预计增加 74.50

万元，主要是其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所致。 

11.向云南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商品较年初预计增加 76.38 万元，主

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向其销售轧辊增加所

致。 

12.向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较年初预计减少 50,244.77 万元，主

要是其下半年阶段性停产，公司贸易分公司预计下半年对其焦炭销售量将大幅减

少所致。 

13.向红河钢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较年初预计减少 81,971.38 万元，主要是

其实施永久性停产，公司贸易分公司预计下半年对其焦炭销售量将大幅减少所

致。 

二、本次调整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事项 
2022 年最新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1 

昆明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购买商品 71.66  0.46  0.00  0.00  

接受劳务 128.10  —— 16.55  —— 

销售商品 20.02  0.00  4.57  0.00  

提供劳务 666.00  —— 14.27  —— 

2 

武钢集团昆

明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891.39  5.69  1,217.11  19.02  

接受劳务 1,842.50  —— 64.27  —— 

销售商品 636,689.57  74.44  281,291.98  55.86  

提供劳务 6,566.10  —— 2,256.58  —— 

3 

云南昆钢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8,000.00  51.06  0.00  0.00  

销售商品 6,372.00  0.74  1,628.23  0.32  

4 
昆明钢铁控

股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240.00  27.06  3,411.72  53.31  

接受劳务 68.40  —— 0.00  —— 

销售商品 3,913.43  0.46  3,206.03  0.64  

提供劳务 836.60  —— 286.98  —— 

5 

云南水泥建

材集团有限

公司及下属

公司  

购买商品 190.00  1.21  115.24  1.80  

销售商品 478.73  0.06  320.23  0.06  

提供劳务 13.50  —— 42.27  —— 

6 
云南多扶工

贸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12.00  1.99  161.82  2.53  

销售商品 684.00  0.08  163.0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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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玉溪大红山

矿业有限公

司 

购买商品 546.02  3.49  536.69  8.39  

销售商品 15,020.00  1.76  13,591.99  2.70  

提供劳务 157.15  —— 135.29  —— 

8 
昆明云钦耐

磨材料总厂 

购买商品 460.00  2.94  420.13  6.57  

销售商品 120.00  0.01  50.77  0.01  

9 

云南昆钢钢

结构股份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50.00  —— 79.65  —— 

销售商品 20.00  0.00  3.66  0.00  

提供劳务 47.20  —— 38.94  —— 

10 

镇康县振兴

矿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35.00  0.22  30.90  0.48  

销售商品 90.00  0.01  66.49  0.01  

11 
玉溪新兴钢

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0,295.23  8.22  80,904.70  16.07  

提供劳务 737.00  —— 419.96  —— 

12 

云南濮耐昆

钢高温材料

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44.78  0.29  9.07  0.14  

销售商品 301.00  0.04  232.10  0.05  

13 

云南昆钢电

子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0.52  —— 342.92  —— 

销售商品 15.00  0.00  38.58  0.01  

14 
云南昆钢桥

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00.00  —— 2,202.57  —— 

提供劳务 53.00  —— 0.03  —— 

15 
红河钢铁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38,548.62  4.51  120,230.66  23.87  

提供劳务 789.80  —— 683.80  —— 

16 

云南昆钢兴

达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8.79  —— 23.14  —— 

17 
云南昆钢物

流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43.00  0.91  378.65  5.92  

18 

云南昆钢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129.99  0.83  118.17  1.85  

19 

云南昆钢钙

镁熔剂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130.00  —— 165.97  —— 

20 

云南新钢综

合物流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119.00  —— 5.49  —— 

21 

云南昆钢机

械设备制造

建安工程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0.00  —— 522.24  —— 

销售商品 10.00  0.00  0.00  
 

提供劳务 55.00  —— 91.70  —— 

22 
云南众智招

标代理有限
接受劳务 1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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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3 

云南天朗环

境科技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200.00  —— 943.83  —— 

提供劳务 100.00  —— 43.12  —— 

24 
昆明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接受劳务 125.00  —— 41.42  —— 

25 

安宁双益建

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购买商品 200.00  1.28  0.00  0.00  

接受劳务 450.00  —— 562.95  —— 

26 

云南保山昆

钢锅炉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225.00  —— 27.12  —— 

提供劳务 100.00  —— 0.00  —— 

27 

云南天朗职

业卫生技术

服务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123.00  —— 150.38  —— 

提供劳务 75.00  —— 0.00  —— 

28 

云南宝象物

流集团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0,151.00  —— 7,489.57  —— 

提供劳务 112.00  —— 56.22  —— 

29 

云南天朗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35.00  —— 23.00  —— 

提供劳务 21.50  —— 0.00  —— 

30 

云南华云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403.00  2.57  0.00  0.00  

接受劳务 96.00  —— 125.89  —— 

31 

欧冶工业品

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530.00  0.06  0.00  0.00  

32 
云南钛业股

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71.40  —— 123.64  —— 

33 

云南昆钢集

团山河工程

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309.29  —— 26.42  —— 

34 

云南大红山

管道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153.80  —— 104.83  —— 

35 

昆明新云钦

耐磨材料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0.00  —— 121.95  —— 

36 

云南天朗节

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0.00  0.02  96.6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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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云南昆钢集

团财务有限

公司 

日均存款 6,000.00  —— 3,471.35  —— 

38 

云南泛亚电

子商务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76.38  0.01  1770.62 0.35  

39 

红河罗次物

流经贸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290.00  —— 290.1 —— 

40 

昆明春景园

林绿化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78.00  —— 195.27 —— 

合计 

  

823,075.47  

 

531,289.47  

  

三、本次新增预计的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素琳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钢  

注册资本：609,446.2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加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

业；焦炭及焦化副产品、机械制造及机械加工产品、耐火材料、建筑安装、建筑

材料、计算机硬件、软件、电器机械及器件的经营；国内商业贸易；物资供销业；

冶金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财险、货运险、建安工险保险兼业代理；进出

口业务；房地产业；工程设计、工程监理；通讯电子工程；旅游业等经营项目的

管理；种养殖业；货物仓储；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动力能源、

工业气体、医用氧（气态、液态）、医疗药品、铁路运输及修理、汽车运输及修

理、成品油零售、国产汽车及工程机械销售、绿化工程、园林绿地管护；机动车

辆险、人身意外险、旅客平安险保险兼业代理；学前教育、培训。 

主要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668,392.79 万元，

净资产 869,517.04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469,421.01 万元，净利润

71,063.11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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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二）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素琳 

注册地址：云南省郎家庄 

注册资本：736,831.235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资产托管、实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的兼并、

收购、租赁；钢铁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加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焦炭及焦化副产品、机械制造及机械加工产品、耐火材料、建筑材料、工业气体、

物资供销业、冶金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通讯电子工程、计算机硬件、软件、

电器机械及器件、电力塔架；钢结构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企财险、货运险、建安工险保险兼业代理；矿浆管道输送、

管道制造技术及管道输送技术咨询服务。（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

经营）：酒店管理；餐饮服务；住宿；会议会展服务；洗浴服务；预包装食品、

卷烟的零售；洗衣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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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365,880.13 万元，

净资产 1,929,147.68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3,049,932.30 万元，净利

润 123,375.80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昆明钢铁控股有

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素琳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圆山南路 

注册资本：238,426.33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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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冶金产品及副产品，冶金矿产品和钢铁延伸产品、化工产品、建

筑材料、冶金辅助材料，成套冶金设备生产及销售、机电设备设计、制造、进出

口业务、工业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动

力能源系统设备安装、维修及服务；输配电业务；工业气体、医用氧生产、加工

及销售；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及设备维修；房屋、货场仓储及设备租赁；冶金设

备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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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859,764.45 万元，

净资产 609,426.37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3,554,188.43 万元，净利润

13,084.09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7.41%股权，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武钢集团

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志华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小红山 

注册资本：105,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铁矿开采、矿产品、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加工、销售;冶金

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矿浆管道输送；直接还原铁、还原铁粉、化工铁粉，

天然微合金铁粉的研发、生产、销售；仓储配送、货物运输、物流信息；机械设

备及配件、汽车及零配件、建材、农副产品销售；造林苗、城镇绿化苗、经济林

苗、花卉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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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60,787.02 万元，净

资产 311,711.10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466,573.18 万元，净利润

123,603.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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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说明：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玉溪大红山矿业有

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五）云南多扶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冰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昆钢郎家庄 

注册资本：3,545.2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装加工制作（含劳保用品）；五金构件加工销售；钢材销售；

编织袋加工；铸件及机械加工；铝铁生产、加工、销售；钢丝绳编制；印刷制品；

热工元件生产和销售；钢铁料延伸加工；电机电器设备维修；电磁盘的修理；铝

制品、铁合金、炼钢冶金辅料、设备检修安装；房屋、汽车的租赁；搬运装卸劳

务服务。黑色金属压延加工销售；组合钢模板制作销售；金属结构件制作安装；

小五金件制作；钢门窗制作安装；冶金筑炉、塑料编织袋（危险化学品包装物）、

麻袋加工销售；冷拔拉丝生产销售；绿化管护；国内贸易、物资供销；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兼营范围：工艺美术品制作销售；广告宣传、创意、制作；文化礼仪

服务；电脑打字；塑料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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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0,287.73 万元，净资

产 4,281.70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0,774.95 万元，净利润 561.18 万

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多扶工贸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南多扶工贸有限

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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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云堂 

注册地址：安宁市昆钢建设街 

注册资本：15,574.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物资供销；商品及日用百货零售；园林绿化工程的设

计及施工；绿化养护；花卉、苗木种植、租赁、销售；绿化景观维护；园林绿化

技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家政、餐饮服务；农贸市场综合经营、城市环境卫生

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防腐工程；土石方工程、管道

工程；建筑材料、混凝土砖的生产、销售；仓储；装卸、搬运；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油脂；润滑油等贸易（限下属分公司经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水产品、生鲜、水果、蔬菜的销售；

普通货物的运输；招标代理咨询服务；金属加工；住宿；停车场服务。（以下经

营范围仅限分公司凭许可证经营）：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餐饮服务；农副产品

销售；饮料及冷饮服务；会议会展服务；食品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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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70,889.43 万元，净资

产 34,163.49 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54,239.20万元，净利润 587.10万

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七）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麟贵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钢郎家庄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装饰装修、钢结构工程施工、建筑防水

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机电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按资质证核定的范围和



云煤能源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2 

时限开展经营活动）；化工机械设备的维修；炼铁设备大、中修及部分设备安装

工程；机电产品修理（含起重设备）；冶金大修；龙门吊轨道、行车轨道新建及

大中修；机电维修服务；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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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066.69 万元，净资

产 1,051.33 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783.33 万元，净利润 269.51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安宁双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

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安宁双益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八）红河罗次物流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于召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蒙自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2,6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国际货物运输；仓储服务，物流信息服务，物资供销，

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汽车销售，汽配、轮胎销售；房屋租赁；装卸、搬运、

清洁、停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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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6,429.64 万元，净资

产 3,064.50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6,311.31 万元，净利润 1,503.45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红河罗次物流经贸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红河罗次物流

经贸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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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昆明春景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丽昆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昆钢钢海路环卫办公室 1幢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绿地养护；绿化苗木、花卉、籽种的

种植、销售；园林机具的销售、出租；自有房屋的出租、销售；国内贸易、物资

供销；园林绿化技术咨询；环卫清扫、清运；城市环境卫生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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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7,782.93 万元，净资

产-4,111.55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923.77 万元，净利润-192.86 万

元。 

关联关系说明：昆明春景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

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昆明春景

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云南天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彦峰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昆钢望湖路与钢河南路交界处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职业卫生检测评价、安全评价、检验检测及技术咨询服务；职业

健康体检、职业病诊断、清洁生产及其相关医疗卫生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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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云南天朗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65.60 万元，净资产

785.73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711.22 万元，净利润-26.51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云南天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天朗节能

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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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

南天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一）云南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康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钢钢海路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服务及配套增值服务，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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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862.92 万元，

净资产 6,437.68万元；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51,061.33万元，净利润 116.15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7.41%股权，云南泛亚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属于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云

南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二）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令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研和镇  

注册资本：169,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金属制品加工销售，焦炭及焦化副产品，

高炉水渣、水泥，工业气体，管道燃气的生产销售，钢材产品压延加工及销售，

钢结构制品生产及销售，冷弯型钢的生产制造及销售，石油管道的生产制造及销

售；防腐保温工程施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的加工、制造及销售；冶金高新技术的开发及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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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89,777.72 万元，净

资产 202,724.84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74,707.10 万元，净利润

3,045.77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7.41%股权，玉溪新兴钢

铁有限公司属于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玉溪新兴钢铁有

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三）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光明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雨过铺镇主街(园区)  

注册资本：234,554.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钢铁产品的销售，黑色金属矿、钢铁产品、

机械设备的销售，电器仪表的进出口，铁矿石来料加工及出口，冶金高科技术开

发和技术服务，工业气体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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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59,039.20 万元，净

资产 249,207.79 万元；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830,008.50 万元，净利润

4,413.21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7.41%股权，红河钢铁有 

限公司属于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红河钢铁有限公司为

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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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为：以公

开、公平、公正为原则，通过商务洽谈方式或以同期市场价格为参考定价，与市

场销售或购买同类产品、服务价格无明显差异。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附属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经济活动，在较

大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以上关联交易均是通过商务洽谈或

参照同期市场价格进行的公允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所有交易均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保障，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2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已超过 3,000万元且达到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关联股东应进行

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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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新增公司2022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2022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预案》，

会议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策公司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正常生产经营

过程中发生的融资业务，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财务总监为公司的授权代理人，在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按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共同以公司名义办理和签署相关融资

业务文件，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

（编号：2022-019、040）。 

截止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相关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 21 亿元，

为确保公司 200 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建设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需要在原来

30亿的综合授信额度上新增不超过 1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增加后，公司 2022

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4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截止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本次新增的 15 亿元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根

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确定，且融资金额在本次会议审议的授信额度范围内。在授

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融资方式、融资期限、担保方式、实施时

间等将按与金融机构最终协商的内容和方式执行。同时，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策公司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发生的融资业务，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财务总监为公司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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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授信额度内的项目建设，按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共同以公司名义办理和签署与相

关各金融机构的借款申请书、借款合同、提款申请书或保证合同、抵（质）押合

同、授信额度协议、信用证、保函等有关融资业务文件，签字或盖章公司均予以

认可，由此产生的一切债务均由公司承担。授权期限自该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进行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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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推进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本次对《公司章程》

的修订主要涉及新增公司总法律顾问相关内容，并结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

部分内容进行更新，具体内容如下（修订或新增内容为字体加粗并加下划线部

分）：  

原制度条款 拟修订（或新增）情况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总法律顾问等。 

第三十三条  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自公司

成立之日起 1 年以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

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其任职期间

内，定期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

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

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所有的本公司股份。 

第三十三条  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自公司

成立之日起 1 年以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

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其任职期间

内，定期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

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

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所有的本公司股份。若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一定期限内不转让并在该期限内的，

上述人员不得转让其所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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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新增“第

三十四条” 

第三十四条  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

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

份的，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

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

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包括其配偶、父母、子

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公司

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

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

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八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

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

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 

（三）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 

（四）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

或者质询。 

（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六）有权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通过

民事诉讼或其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利。 

（七）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查阅有关信

第三十七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

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

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

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

质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

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

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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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包括： 

１.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公司章程。 

２.缴付合理费用后有权查阅和复印： 

⑴本人持股资料； 

⑵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

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

会计报告； 

⑶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 

⑷公司股本总额、股本结构。 

（八）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

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分配。 

（九）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重

大事项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 

（十）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

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

其他权利。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

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

持异议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重

大事项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 

（九）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

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十八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 

第四十七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达到或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个月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

的担保；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      

(五)单笔担保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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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10%的担保；       

（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九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

时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并

应于上一个会计年度完结之后的六个月之内举

行。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因故不能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的，应当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说明原因并公

告。 

第四十八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

时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并

应于上一个会计年度完结之后的六个月之内举

行。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因故不能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的，应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说明原因并公告。 

第五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应当聘请律

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公司章程。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

有效性。 

（三）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

效。 

（四）应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

意见。 

公司董事会也可同时聘请公证人员出席股东大

会进行公证。 

删除：“公司董事会也可同时聘请公证人员出

席股东大会进行公证。”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

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公司

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

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第七十二条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他人签署

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

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 

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备置于公司住所或者召

集会议的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方。 

第七十条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他人签署

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可以

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 

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备置于公司住所或者召

集会议的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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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

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

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第七十九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

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

监事、董事会秘书、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第八十二条第一款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

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出席会议的董事、监

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

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应当与现

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网

络及其他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作为公

司档案由董事会秘书保存。 

第八十条第一款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

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应当

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并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

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网络及其他方式

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作为公司档案由董事

会秘书保存。 

新增条款 

新增第八十二条第四款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规定的，该超过规定

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行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可以向大会陈述其对关联

交易事项的意见，但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或决议应注明该股东不

投票表决的原因，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

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八十七条第一款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

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九十条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

上的投票权。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

行，并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

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公司及股东大会召集人不得对股东

征集投票权设定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八条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

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

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

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

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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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新增内容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设立审计委

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并可以根据需要

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

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

集人，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全部

由独立董事组成并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

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的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三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设立审计委

员会，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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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占多数并担任主

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由 3 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应占半数以上，审计委员会

中至少有 1 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

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一名，由会计专

业人士的独立董事担任，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

主任委员须具备会计或财务管理相关的专业经

验。主任委员（召集人）在委员内经过半数委

员同意选举产生，并报请董事会批准产生。 

第一百三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四）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五）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六）对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审议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在审议通过后根

据公司内部决策权限提交董事会及/或股东大

第一百三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二）监督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 

（三）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四）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 

（五）协调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

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 

（六）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及法律法规

和本所相关规定中涉及的其他事项。 

审计委员会应当就其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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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 

（七）根据客观标准对关联交易是否必要、是

否对公司有利做出判断； 

（八）对公司已经取得批准的关联交易的协议

订立及履行情况进行审核和监督管理； 

（九）与公司监事会就公司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客观性、公允性和合理性进行沟通等。 

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多数成员认

为必要时，可以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就关联交易

的必要性、公允性出具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

据。 

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可下设内部

审计部门，就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进行判断

和分析。 

改善的事项向董事会报告，并提建议。 

审计委员会多数成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聘请相

关中介机构就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出具

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守以下

规定： 

（一）公司只为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提供

担保。 

（二）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出

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做出

决议。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守以下

规定： 

（一）公司只为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提供

担保。 

（二）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除应当经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并

及时披露。 

第一百五十二条   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

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

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人的

姓名，代理事项、授权范围和有效期限，并由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

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事的权利。董事未出席董

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

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第一百五十条   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

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应当审慎选择并以

书面形式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一名董事不

得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接受超过两名董事的委

托代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不得委托非独立董

事代为出席会议。涉及表决事项的，委托人应

当在委托书中明确对每一事项发表同意、反对

或者弃权的意见。董事不得作出或者接受无表

决意向的委托、全权委托或者授权范围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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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托。 

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非关联董事不得委托

关联董事代为出席会议。董事对表决事项的责

任，不因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而免除。 

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授

权范围和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

事的权利。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

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新增条款 

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

立董事： 

(四)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

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

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

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五）在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

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

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六)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的

人员； 

新增条款 

第一百六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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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仅在公司领薪，不由控

股股东代发薪水。 

第一百八十九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百八十八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

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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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进行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7 日 

 第十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审计和

总法律顾问 

第十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审计和总

法律顾问 

新增条款 

第二百一十九条  公司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

总法律顾问主管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

审核工作，推进公司依法经营、合规管理等事

务，依法履行职权，保证决策的合法性。总法

律顾问可以对公司分立、合并、破产、解散、

增减注册资本等重大事项出具书面法律意见，

分析相关法律风险，明确法律责任。 

董事会审议事项涉及法律问题的，总法律顾问

应列席并提出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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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公司章程》

进行修订，修订内容部分涉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内容，为了进一步规范

本公司股东大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提高股东大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

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做如下修订（修订内容为字体加粗并加下划线部分）： 

原制度条款 拟修订情况 

第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聘请律师对

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公司章程和本规则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

法有效； 

(三)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

效； 

(四)应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

意见。 

公司董事会也可同时聘请公证人员出席股东

大会进行公证。 

删除本条中“公司董事会也可同时聘请公证人

员出席股东大会进行公证。” 

第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

的，应当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

例不得低于 10%。 

  监事会和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

删除“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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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及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向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

证明材料。 

第十七条第一款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

式的，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

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第十七条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

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第二十六条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他人签

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

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

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备置于公司住所或

者召集会议的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方。 

第二十六条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他人签

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可

以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

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备置于公司住所或

者召集会议的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方。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可以向大会陈述其对关联

交易事项的意见，但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

总数；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或决议应注明该股东

不投票表决的原因，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

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

项有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

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行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

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

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公司及股东大会召集

人不得对股东征集投票权设定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投票权征集应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

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不得以有偿或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

权。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

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

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

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

式征集股东投票权。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不得

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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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第六章 股东大会的授权 第六十三条 

 

删除内容：第六十三条 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

竞争和公司发展的需要,保证公司经营决策的

及时高效,股东大会在闭会期间授予公司董事

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批准单项投资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且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和资产收

购事项。 

（二）批准单项发生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后

净资产值的 10%以下或连续 12 个月内对同一

或相关资金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后净

资产值的 30%以下资产处置事项。资产处置事

项具体包括：公司委托经营、受托经营、承包、

租赁、出售、置换、报废、债权债务重组等情

形。 

（三）批准对外借贷总额未使公司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的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对外借贷。

该授权借贷总额可循环使用,即贷款归还后额

度自行恢复；但经股东大会批准的重大投资项

目所需对外借贷金额不计算在内。 

（四）决定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

资产总额 30%的但保；或者决定公司及其控股

的子公司以资产抵押、为其他公司（仅指为本

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不超过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 50%之前所

提供的但保；或决定单笔担保额未超过最近经

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 10%的担保。 

具有本公司章程第四十六规定对外担保情形

的，按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处理。 

（五）上述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参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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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执行。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进行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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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公司章程》

进行修订，修订内容部分涉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内容，为了进一步规范本

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

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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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本公司《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做如下

修订（修订内容为字体加粗并加下划线部分）： 

原制度条款 拟修订情况 

第一条 宗旨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公司董事会

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

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

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议事

示范规则》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制订本规则。 

第一条 宗旨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公司董事会

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

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

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本公司《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制订本规则。 

第三条 董事会职权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董

事会主要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

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第三条 董事会职权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董

事会主要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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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第四条 董事会决策权限 删除内容：第四条 董事会决策权限 

董事会在股东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权限为： 

（一）批准单项投资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且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和资产收

购事项。 

（二）批准单项发生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后

净资产值的 10%以下或连续 12 个月内对同一

或相关资金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后净

资产值的 30%以下资产处置事项。资产处置事

项具体包括：公司委托经营、受托经营、承包、

租赁、出售、置换、报废、债权债务重组等情

形。 

（三）批准对外借贷总额未使公司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的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对外借贷。

但经股东大会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所需对外

借贷金额不计算在内。该授权借贷总额可循环

使用,即贷款归还后额度自行恢复；  

（四）决定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

资产总额 30%的担保，或者决定公司及其控股

的子公司以资产抵押为其他公司（仅指为本公

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

超过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 50%所提供的

担保，或决定单笔担保额未超过最近经审计的

净资产总额的 10%的担保。 

具有本公司章程第四十六规定对外担保情形

的，按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处理。 

（五）上述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参照《公司

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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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执行。 

原第五条  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公室，处理董

事会日常事务。由证券事务代表保管董事会和

董事会办公室印章。 

第四条  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公室，处理董事

会日常事务。由证券事务代表兼任董事会办公

室负责人，保管董事会和董事会办公室印章。 

第八条 会议的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

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

职务，副董事长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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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会议的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

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

职务，副董事长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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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

和主持。 

第十八条 会议表决  提案经过充分讨论后，

主持人应当适时提请与会董事进行表决。 

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以记名书面表决的方

式进行。现场会议采取举手表决方式的，与会

全体董事举手表决后还应在表决票上签字确

认。以非现场会议方式召开董事会的，参会董

事可以采用传真、电话、专人专送的方式进行

表决，但事后必须在表决票上签字确认。 

第十八条 会议表决  每项提案经过充分讨论

后，主持人应当适时提请与会董事进行表决。 

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以记名投票表决或举

手表决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采取举手表决方

式的，与会全体董事举手表决后还应在表决票

上签字确认。以非现场会议方式召开董事会

的，参会董事可以采用传真、电话、专人专送

的方式进行表决，但事后必须在表决票上签字

确认。 

第二十一条 回避表决  出现下述情形的，董

事应当对有关提案回避表决： 

（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要求规定

董事应当回避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回避表决  出现下述情形的，董

事应当对有关提案回避表决： 

（一）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定的董事应当回避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 会议记录  董事会秘书应当安排

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对董事会会议做好记

录。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四）董事亲自出席和委托出席的情况； 

（七）每一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说

第二十七条 会议记录  董事会秘书应当安排

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对董事会会议做好记

录。会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四）出席董事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托出席董

事会的董事（代理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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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具体的同意、反对、弃权票数）； （七）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

（说明具体的同意、反对、弃权票数）； 

第三十条 董事签字 与会董事应当代表其本

人和委托其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会议记录、

决议记录进行签字确认。董事对会议记录或者

决议记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签字时作出有

书面说明。必要时，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也可以发表公开声明。 

董事不按前款规定进行签字确认，又不对其不

同意见作出书面说明或者向监管部门报告、发

表公开声明的，视为完全同意会议记录、决议

记录的内容。 

第二十九条 董事签字 与会董事应当代表其

本人和委托其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会议记

录、决议记录进行签字确认；受其他董事委托

出席董事会的董事，除以自己的名义在会议记

录和决议记录签署自己的姓名以外，还应该代

表被代理的董事签名并附注由其代签。董事对

会议记录或者决议记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

签字时作出有书面说明。必要时，应当及时向

监管部门报告，也可以发表公开声明。 

董事不按前款规定进行签字确认，又不对其不

同意见作出书面说明或者向监管部门报告、发

表公开声明的，视为完全同意会议记录、决议

记录的内容。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

任。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本公司《公

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

董事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

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

除责任。如不出席会议，也不委托代表、也未

在董事会召开之时或者之前对所议事项提供

书面意见的董事应视作未表示异议，不得免除

责任。 

第三十条 决议公告 董事会决议公告事宜，由

董事会秘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要

求的有关规定办理。在决议公告披露之前，与

会董事和会议列席人员、记录和服务人员等负

有对决议内容保密的义务。 

董事会决议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三十条 决议公告 董事会决议公告事宜，由

董事会秘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办理。在决议公告披露之前，

与会董事和会议列席人员、记录和服务人员等

负有对决议内容保密的义务。 

董事会决议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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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项提案获得的同意、反对和弃权的票

数，以及有关董事反对或者弃权的理由； 

（四）每项提案获得的同意、反对和弃权的票

数，以及有关董事反对或者弃权的理由； 

第三十三条 附则 

本规则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附则 

本规则由董事会负责制定、修改与解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进行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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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是公司董事会的

重要成员，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性，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以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司董事会结合云南省其他国

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平均薪酬水平、公司所处的行业、资产规模及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提议对公司独立董事津贴进行调整，拟将独立董事的津贴由原来的每人每

年 8 万元（税前）调整为每人每年 12 万元（税前）。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