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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2015年7月30日在公司A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8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孔祥喜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逐

项审议，并以书面记名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临2015-091号公告，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孔祥喜先生，董事杨林先生、张孟邻先生、李非文先生、

赖勇波先生、牛占奎先生于2015年7月28日向公司提交了辞职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持有公司3%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商议推荐，提

名张宝春先生、李远和先生、马进华先生、王戎先生、张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发表了同意

的提名审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见附件1）。 本议案尚需

提请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永泰先生、卢太平先生、陈颖洲先生分别于2014�

年11月27日、2015�年1月20日、2015年7月28日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推荐，提

名陈矜女士、郭志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2）。

陈矜女士、郭志远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提名审查意见，公

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见附件1）。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临2015-092号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见附件1）。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零对价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让渡淮

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出资人权益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临2015-094号公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以上议案时，关联董事孔祥喜、杨林、董淦林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见附件1），本议案需提请公司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3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参加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议案》

公司及公司所属部分子公司作为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矿物流” ）

债权人，已向淮矿物流管理人申报债权5.57亿元。为便于公司参加淮矿物流债权人会议进行

讨论和表决，现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或）相关子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及（或）相关子公司参加淮矿物流债权人会议对债权人会议相关议案

行使同意的表决权，并办理与债权人会议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将提请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七、关于召开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刊登的临2015－095号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附件1：

独立董事关于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是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张永泰、卢

太平、陈颖洲、荣兆梓，本次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补选公司董

事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和

《关于以零对价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让渡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全部出资人权益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本人事前认可。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议以上议案后，

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经了解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职业操守和兼职情况，我们认

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

第147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提名张宝春先生、李远和先生、马进华先生、王戎先生、张小平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二、《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了解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职业操守和兼职情况，我

们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

存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提名陈矜女士、郭志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

董事候选人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三、《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及差错更正》、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和 《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改进了

财务工作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公司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

四、《关于以零对价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让渡淮矿现代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出资人权益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次权益让渡有利于淮矿物流后续经营方案的顺利实施，是实现淮南矿业

对淮矿物流留债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必要条件。 同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

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独立董事（签字）：张永泰、卢太平、 陈颖洲、荣兆梓

2015年7月30日

附件2：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张宝春先生简历

张宝春，男，汉族，苏邳县人，1959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同等学力教育，正高级工程

师。 1976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1994年4月-2008年12月， 历任淮南矿务局谢桥矿总工程师， 淮南矿业集团谢桥矿矿

长、党委委员，淮南矿业集团安监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淮南矿业集团孔集矿矿长、安监

局总工程师，淮南矿业集团潘二有限责任公司重组领导小组组长、党委副书记、安监局总工

程师，淮南矿业集团潘东煤矿公司经理、党委委员，淮南矿业集团潘一矿矿长、党委委员、党

委书记， 潘一矿东区建设项目部经理；2008年12月-2013年10月任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经理、总经理、党委委员，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3年10月至今

任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

其中:

1999年4月-2001年12月安徽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学习。

李远和先生简历

李远和，男，汉族，皖凤台人，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二级法律顾问。1986年7

月参加工作，现任淮南矿业集团法律事务部部长。

1984年9月-1986年7月安徽省司法学校法律专业学习；1986年7月-1998年7� 月淮南

矿务局法律事务处工作，历任淮南矿务局法律事务处法律顾问兼淮南矿区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 淮南矿务局法律事务处副处长兼淮南矿区律师事务所主任；1998年7月-2003年12月，

历任淮南矿务局企管部法律事务科科长兼淮南矿区律师事务所主任，淮南矿业集团企管部

法律顾问室主任、 副主任经济师；2003年12月-2012年1月任淮南矿业集团法律顾问；2012

年1月至今任淮南矿业集团法律事务部部长。

其中:

1990年6月安徽大学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毕业（大专）；

1992年5月-1995年7月华东政法大学函授法学专业学习（本科）

马进华先生简历

马进华，男，汉族，皖太和人，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1988年7月参加

工作，现任淮南矿业集团财务部副部长，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博士之

星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监事，淮南郑煤机舜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国有股权代表，舜泉园林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国有股权代表，淮矿西部煤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长青煤炭经

销有限公司）董事，内蒙古银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鄂尔多斯市华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2004年12月-2011年4月任淮沪煤电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4月-2013年9月，任淮南矿

业集团财务部副部长，淮沪煤电公司监事，淮浙煤电公司监事，电力公司董事，北京博士之

星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监事，淮南郑煤机舜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国有股权代表，舜泉园林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国有股权代表，舜泉园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国有股权代表，淮

矿西部煤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长青煤炭经销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9至今，任淮

南矿业集团财务部副部长，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博士之星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监事，淮南郑煤机舜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国有股权代表，舜泉园林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国有股权代表，淮矿西部煤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长青煤炭经销有限公

司）董事，内蒙古银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鄂尔多斯市华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王戎先生简历

王戎，男，汉族，浙温岭人，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同等学力教育，助理经济师。

1986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淮南矿业集团办公室副主任，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平安工程院公司董事。

2008年5月-2014年8月，历任淮南矿业集团煤炭销售公司副经理、市场营销部副部长、

党委委员、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4年8月-2014年12月任淮南矿业集团

办公室副主任，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4年12至今，任淮南矿业集团办公

室副主任，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平安工程院公司董事。

其中：

1989年9月-1992年7月省电视中专业余电教企管专业学习；

1995年8月-1998年6月省委党校函授经管专业学习；

2011年8月-2013年12月安徽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学习

张小平先生简历

张小平，男，汉族，江苏人，1961年出生，博士研究生。 现任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助理。

1982年7月－1996年8月，任中国矿业大学工业工程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1999年8月－2002年8月，任TCL王牌电子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等职；2002年9月－2005

年4月，任德国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2005年5月－2010年9月，任TCL多媒体

全球产品中心人力资源总监，TCL集团HR管委会委员；2010年10月－2013年3月，任协鑫光

付国际人力资源总监、保利集团人力资源专家委员会成员；现任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

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陈矜女士简历

陈矜，女，汉族，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现任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审计

系主任。

1991年10月-1994年3月，任安徽怀远审计事务所，助理审计师；1994年3月-1996年9

月，任安徽怀远县人民法院，书记员；1996年9月-1999年1月，安徽财贸学院会计系研究生；

现任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审计系教授、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高级会员、

安徽省司法会计鉴定协会会员、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中国会员。 在国家重点级刊物发表论

文多篇，主持多项课题，主要著作有《法务会计研究》、《审计学》等。

郭志远先生简历

郭志远，男，汉族，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 1998年7月至今任安徽大学法学院教

授。 2005年10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6月-2010年6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法学访问学者；2010.9-2010.11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访问学者；专长公司事务、知识产权、民

事诉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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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2015年7月30日在公司A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新保

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决议事项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

议，并以书面记名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

恰当地进行了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上述事项

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在今后的工作中，监事会将对公司财务重大事项予以密

切关注，切实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皖江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5-091

债券代码：

122235

债券简称：

12

芜湖港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30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详细内容

如下：

根据公司法人治理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

下：

第一百一十一条

原章程：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4名，设董事长1人。 公司不设立职工代

表董事。

现修订为：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设董事长1人。 公司不设立职工代

表董事。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575

证券简称：皖江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5-092

债券代码：

122235

债券简称：

12

芜湖港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皖江物流” ）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与审计机构就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了沟通，决定

对公司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原因

2014年10月9日，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于2015年6月18日公告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处罚字﹝2015﹞4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该《告知书》的检查结论及财务自查，

公司就下述事项对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

(一)� 2012年公司子公司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矿物流）虚构与湖北

华中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有色）、武汉中西部钢铁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西部钢铁）、上海中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望）、杭州萧山新星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萧山新星）、上海福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福鹏）和福鹏控股

（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福鹏系公司）、厦门海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厦门海翼厦工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厦门海翼）之间的采购4,216,280,850.82元，虚构销售收入4,

550,546,404.97元，占2012年营业收入的14.05%；2013年，虚构与福鹏系公司之间的采购

4,124,809,266.92元，虚构与福鹏系公司、武汉耀金源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

金源）、武汉瑞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瑞泰）等公司销售收入4,399,041,819.83

元，占2013年营业收入的13.48%。

(二)� 2013年淮矿物流通过签订阴阳合同的方式处理高价库存螺纹钢，合同销售价格比

实际结算价格高出239,263,123.63元，淮矿物流按合同销售价格确认相应的收入并结转成

本，虚增皖江物流销售收入204,498,396.27元，虚增利润204,498,396.27元。

(三)� 2012年和2013年淮矿物流通过买方付息方式进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其中2012

年有3,209,344.39元、2013年有30,448,633.35元贴现费用未计入财务费用，导致皖江物流

2012年虚增利润3,209,344.39元，2013年虚增利润30,448,633.35元。

(四)� 2012年至2013年淮矿物流在对福鹏系公司债权计提坏账准备时，计提基数及账龄

分析不当，未合理对福鹏系的债权计提坏账准备并且存在通过调增应收票据（商业承兑汇

票），调减应收账款的方式来减少坏账准备计提，增加利润。 淮矿物流2012年应补提坏账准

备252,644,161.32元、2013年应调减坏账准备980,721.02元。 由此导致皖江物流2012年年

报多计利润252,644,161.32元、2013年年报少计利润980,721.02元。

(五)� 根据公司财务自查结果，结合《告知书》对相同业务的性质认定，淮矿物流公司

2014年虚增与福鹏系公司、耀金源和武汉瑞泰等公司销售收入2,222,693,017.16元，虚增

成本2,046,856,649.84元。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一)�对2012年财务报表中调整如下：

1.�对2012年度虚构收入、成本予以冲销调整

借： 营业收入 4,550,546,404.97

贷： 营业成本 4,216,280,850.82

财务费用 334,265,554.15

2.�对2012年未计的贴现利息予以调整

借： 财务费用 3,209,344.39

贷： 预付款项 3,209,344.39

3.�对2012年末通过商业承兑汇票调整期末应收账款金额予以调整

借： 应收账款 3,018,791,160.06

贷： 应收票据 3,018,791,160.06

4.�对2012年度计提坏账准备进行调整

借： 资产减值损失 252,644,161.32

贷：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52,644,161.32

5.�对2012年末虚构存货予以冲销调整

借： 预付款项 118,609,481.72

贷： 存货 118,609,481.72

(二)�对2013年财务报表中调整如下：

1.�对2013年度虚构收入、成本予以冲销调整

借： 营业收入 4,399,041,819.83

贷： 营业成本 4,124,809,266.92

财务费用 274,232,552.91

2.�对2013年度虚增收入进行调整

借： 营业收入 204,498,396.27

贷： 应收账款 204,498,396.27

3.�对2012年、2013年未计的贴现利息予以调整

借： 年初未分配利润 3,209,344.39

财务费用 30,448,633.35

贷： 预付款项 33,657,977.74

4.�对2013年末通过商业承兑汇票调整期末应收账款金额予以调整

借： 应收账款 1,708,039,474.68

贷： 应收票据 1,708,039,474.68

5.�对2012年度、2013年度计提坏账准备进行调整

借： 年初未分配利润 252,644,161.32

贷：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51,663,440.30

资产减值损失 980,721.02

6.�对2013年末虚构存货予以冲销调整

借： 预付款项 158,756,751.27

存货跌价准备 5,211,031.84

贷： 存货 158,756,751.27

资产减值损失 5,211,031.84

(三)�对2014年财务报表中调整如下：

1.�对2013年度虚增收入对应的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予以冲回

借： 年初未分配利润 204,498,396.27

贷： 资产减值损失 122,699,037.76

投资收益 81,799,358.51

2.�对2012年、2013年未计的贴现利息对应的预付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予以冲回

借： 年初未分配利润 33,657,977.74

贷： 资产减值损失 26,926,382.19

投资收益 6,731,595.55

3.�对2012年度、2013年度补提的坏账准备予以冲回

借： 年初未分配利润 251,663,440.30

贷： 资产减值损失 251,663,440.30

4.�对2014年度虚构收入、成本予以冲销调整

借： 营业收入 2,222,693,017.16

贷： 营业成本 2,046,856,649.84

财务费用 170,625,335.48

年初未分配利润 5,211,031.84

三、差错更正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项 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2012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 7,081,115,455.87 -2,936,263,000.49 4,144,852,455.38

应收账款 7,081,115,455.87 -3,018,791,160.06 4,062,324,295.81

其中：账面余额 2,653,759,112.32 2,766,146,998.74 5,419,906,111.06

坏账准备 2,798,044,645.58 3,018,791,160.06 5,816,835,805.64

预付款项 3,094,282,008.55 115,400,137.33 3,209,682,145.88

存货 867,231,483.72 -118,609,481.72 748,622,002.00

资产总计 21,938,222,677.48 -255,853,505.71 21,682,369,171.77

未分配利润 742,976,773.37 -255,853,505.71 487,123,267.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600,628,308.35 -255,853,505.71 4,344,774,802.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53,589,897.21 -255,853,505.71 4,397,736,391.50

2012年度利润表

营业收入 32,390,706,825.37 -4,550,546,404.97 27,840,160,420.40

营业成本 30,952,368,340.93 -4,216,280,850.82 26,736,087,490.11

财务费用 391,089,561.92 -331,056,209.76 60,033,352.16

资产减值损失 145,090,401.87 252,644,161.32 397,734,563.19

营业利润 491,687,246.15 -255,853,505.71 235,833,740.44

利润总额 498,081,118.69 -255,853,505.71 242,227,612.98

净利润 385,758,217.08 -255,853,505.71 129,904,711.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4,923,369.23 -255,853,505.71 129,069,863.52

每股收益 0.33 -0.22 0.11

2013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 6,258,752,890.14 -1,708,039,474.68 4,550,713,415.46

应收账款 3,577,897,752.77 1,251,877,638.11 4,829,775,390.88

其中：账面余额 3,772,425,276.30 1,503,541,078.41 5,275,966,354.71

坏账准备 194,527,523.53 251,663,440.30 446,190,963.83

预付款项 5,884,502,622.27 125,098,773.53 6,009,601,395.80

存货 750,547,235.17 -153,545,719.43 597,001,515.74

资产总计 25,932,059,138.39 -484,608,782.47 25,447,450,355.92

未分配利润 748,375,273.21 -484,608,782.47 263,766,490.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328,273,622.40 -484,608,782.47 4,843,664,839.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02,316,149.75 -484,608,782.47 4,917,707,367.28

2013年度利润表

营业收入 39,702,632,834.13 -4,603,540,216.10 35,099,092,618.03

营业成本 38,316,482,360.44 -4,124,809,266.92 34,191,673,093.52

财务费用 550,321,936.84 -243,783,919.56 306,538,017.28

资产减值损失 62,173,425.03 -6,191,752.86 55,981,672.17

营业利润 354,210,937.75 -228,755,276.76 125,455,660.99

利润总额 378,491,428.15 -228,755,276.76 149,736,151.39

净利润 276,737,600.02 -228,755,276.76 47,982,323.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7,406,661.53 -228,755,276.76 48,651,384.77

每股收益 0.14 -0.12 0.02

2014年度利润表

营业收入 21,540,785,292.54 -2,222,693,017.16 19,318,092,275.38

营业成本 20,639,871,250.13 -2,046,856,649.84 18,593,014,600.29

财务费用 559,233,881.74 -170,625,335.48 388,608,546.26

资产减值损失 11,010,753,959.97 -401,288,860.25 10,609,465,099.72

投资收益 8,712,263,182.35 88,530,954.06 8,800,794,136.41

营业利润 -2,297,055,484.21 484,608,782.47 -1,812,446,701.74

利润总额 -2,624,594,636.07 484,608,782.47 -2,139,985,853.60

净利润 -2,748,221,856.14 484,608,782.47 -2,263,613,073.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38,449,964.29 484,608,782.47 -2,253,841,181.82

每股收益 -1.04 0.18 -0.86

注： 公司修订后的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报告将自更正事项临时公告公布之日

起45天内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披露（详见临2015－

093号公告）。

四、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公司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就前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了

《关于安徽皖江物流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天健〔2015〕5-24

号），阐明更正的原因和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度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影响（详情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五、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使公司的会计核算符合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同时提醒公司管理层进一

步强化财务管理工作，避免类似事项发生。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制度的

规定恰当地进行了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上述

事项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在今后的工作中，监事会将对公司财务重大事项予

以密切关注，切实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

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的要

求，改进了财务工作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公司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

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差

错更正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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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30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并于同日披

露了《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临2015-089号公告和

2015-092号公告）， 决定对公司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

正。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有关要求：“公司对以前年度已经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进行更正， 需要聘请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年度报告进行审计” 。鉴于公司根据证券

监管部门要求，尚需披露调整后的经审计的2012年、2013年、2014年度报告及财务报表，相

关工作量较大，且公司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根据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违

规事实进行整改，故本次未能及时披露更正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 公司将

自更正事项临时公告公布之日起45天内披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更正后的2012年、2013年、2014年度报告。 本次更正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后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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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让渡全资子公司淮矿现代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出资人权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拟以零对价向

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矿业” ）让渡全资子公司淮矿现

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矿物流” ）全部出资人权益（以下简称“本次权益让

渡”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孔祥喜先生、杨林先生、董淦林先生在董事会会议

表决时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淮矿物流后续经营方案的顺利实施，是实现淮南矿业对淮矿物

流留债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必要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此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拟以零对价向控股股东淮南矿业让渡全资子公司淮矿物流全部出资人权益，本次

权益让渡对价系以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以2014年10月28日为评估基准

日，出具的《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破产重整所涉及的该公司全部资产清算价值评

估项目评估咨询报告（摘要）》（众联评咨字[2015]第5002号）以及淮矿物流管理人《模拟

破产清算清偿能力预测分析报告》（相关内容见公司2015年7月28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为依据。

本次权益让渡完成后，将使淮矿物流成为淮南矿业全资一级子公司，有利于淮矿物流

后续经营方案的顺利实施，是实现淮南矿业对淮矿物流留债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

必要条件。

（二）本次权益让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的标准，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权益让渡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淮矿物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淮南矿业现直接持有公司50.65%的股份，是公司的控

股股东属公司关联法人。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权益让渡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权益让渡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最终经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

准后生效。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名称：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孔祥喜

5、注册资本：1,952,156.49万元

6、成立日期：1982年11月2日

7、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经营范围：煤炭开采与销售，洗煤，选煤，机械加工，火力发电，瓦斯气综合利用（限分

支经营），工矿设备及配件、机械产品、化工产品、电子电器、金属材料、水泥、雷管、炸药、建

材、橡胶制品、轻纺制品和土产品、保温材料、炉料的购销，成品油零售、炉灰、炉渣销售，废

旧物资销售及仓储、配送、装卸、搬运、包装、加工，矿井建设，土建安装，筑路工程，工业、能

源、交通、民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注浆加固、结构加强、注浆封堵水，钻探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压力管道安装，一、二类压力容器、非标设备、构件制造，线路安装及维

护，锅炉安装，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汽车修理，机械维修，仪器仪表校验，电器实验，物流方

案规划设计，物流专业人才培训，物流专业一体化服务和信息化咨询与服务、技术开发与服

务，住宿，餐饮服务，烟酒、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文化用品零售，转供电，房地产租赁、设备租

赁，房地产开发，种植、养殖，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

件的进出口业务。 煤矸石销售，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有线电视器材销售，有线电

视调试、安装，煤矿机械综采设备安装、拆除、保养及组织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不含特种设

备）。 （以上涉及前置审批的，由分支机构经营）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望峰岗(铁路新村)

3、法定代表人：黄仁祝

4、经营范围：仓储、配送、装卸、搬运、包装、加工，物流方案规划设计、物流专业一体化

服务和信息化咨询与服务，工矿、洗选煤、电力和铁路运输设备及配件，机电机械产品、电子

电器产品、量具和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钢材、有色金属、电线、电缆、保温材料、炉

料、化轻、火工产品、润滑油、橡塑制品、轻纺制品、建筑材料、竹产品、土产品、水泥、消防救

护、劳动保护和作业工具产品的贸易，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和办公自动化零售，国际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贸易和海关保税库，汽车（不包括品牌汽车）销售代理，计算软硬件开发、销售，

废旧物资(不含危险废物)回收、销售，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服务、培训，计算机信息系统网络工

程设计，房地产租赁，木材收购及销售（有效期至2015年06月15日止），化工产品销售（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11月15日止），汽油、煤油、柴油的零售经营（限分支

机构经营），普通货运（有效期至2017年08月13日），铁矿石、家用电器销售。 （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经营的除外）。

5、 本次权益让渡已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安徽分公

司评估，并出具了众联评咨字[2015]第5002号《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破产重整所

涉及的该公司全部资产清算价值评估项目评估咨询报告》（摘要），同时淮矿物流管理人根

据审计、评估结果和债权申报情况出具了《模拟破产清算清偿能力预测分析报告》（相关内

容见公司2015年7月28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

划草案》）。

6、评估基准日：2014年10月28日

7、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清算价格法

8、评估结果：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0月28日破产清算前提下，淮矿物流经审核后的总

资产账面原值为 1,586,268.01� 万元，账面净值为 773,140.85� 万元，评估后总资产清算

价值为 381,640.02�万元，总资产评估增值 -391,500.83�万元，增值率-50.64� %。 具体评

估汇总情况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名称：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1 流动资产 757,613.19 370,379.41 -387,233.78 -51.11

2 非流动资产 15,527.66 11,260.61 -4,267.05 -27.48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7,706.36 4,633.90 -3,072.46 -39.87

7 投资性房地产 223.27 59.19 -164.08 -73.49

8 固定资产 2,535.79 1,666.53 -869.26 -34.28

9 在建工程 319.44 - -319.44 -100.00

10 工程物资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13 油气资产 - - -

14 无形资产 4,742.80 4,900.99 158.19 3.34

15 开发支出 - - -

16 商誉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20 资产总计 773,140.85 381,640.02 -391,500.83 -50.64

21 其中：普通资产 620,334.00 274,939.16 -345,394.84 -55.68

22 抵押担保的资产 152,806.85 106,700.86 -46,105.99 -30.17

9、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及淮矿物流管理人的分析报告：截至2014年10月28日，淮矿物流

物流经审计的资产净值为77.31亿元，评估净值为38.16亿元；管理人已确认、暂未确认以及

未申报债权合计149.00亿元。 淮矿物流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在模拟淮矿物流清算状态下，普

通债权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为17.53%。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让渡有利于淮矿物流后续经营方案的顺利实施，是实现淮南矿业对淮矿物流

留债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必要条件。 同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与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交易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零对价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让渡淮矿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全

部出资人权益的议案》。

（三）董事会对本次权益让渡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零对价

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让渡淮矿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出资人权

益的议案》，关联董事孔祥喜先生、杨林先生、董淦林先生对此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他8

名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等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以零对价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让渡淮矿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出资人权益的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本次权益让渡有利于淮矿物流后续经营方案的顺利实施，是实现淮南矿业对淮

矿物流留债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必要条件。 同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

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4、《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破产重整所涉及的该公司全部资产清算价值评估项

目评估咨询报告（摘要）》（众联评咨字[2015]第5002号）；

5、《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合并 （汇总） 资产负债专项审核报告》（天健皖审

〔2015〕295）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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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8月1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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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8月14日 8点30分

召开地点：安徽省芜湖市本公司A楼三楼会议室（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8月14日

至2015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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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2

关于以零对价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让渡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出资人权益的议案

√

3

关于授权参加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4.01 选举董事候选人张宝春先生为公司董事 √

4.02 选举董事候选人李远和先生为公司董事 √

4.03 选举董事候选人马进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

4.04 选举董事候选人王戎先生为公司董事 √

4.05 选举董事候选人张小平先生为公司董事 √

5.00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5.01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矜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5.02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郭志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各议案已经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议案4、议案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75 皖江物流 2015/8/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标准格式见附件1）。 法人股东应当

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

代理人出现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

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二）登记时间：2015年8月13日上午8：00－11：00，下午14：00－16：00。

（三）登记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差旅费、食宿自理。

（二）公司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朱家桥外贸码头

联系人：牛占奎、 姚 虎 邮编：241001

电话：0553－5840085� � � � � � � � � � � �传真：0553－5840085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8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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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

关于以零对价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让渡淮矿现代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出资人权益的议案

3

关于授权参加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4.00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4.01 选举董事候选人张宝春先生为公司董事

4.02 选举董事候选人李远和先生为公司董事

4.03 选举董事候选人马进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4.04 选举董事候选人王戎先生为公司董事

4.05 选举董事候选人张小平先生为公司董事

5.00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矜女士为公司独立

董事

5.02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郭志远先生为公司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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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

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

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

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

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

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

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

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

：

陈

××

4.02

例

：

赵

××

4.03

例

：

蒋

××

…… ……

4.06

例

：

宋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

：

张

××

5.02

例

：

王

××

5.03

例

：

杨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

：

李

××

6.02

例

：

陈

××

6.03

例

：

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

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

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