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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月 13 日下午 15:00时（星期五）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月 1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月

13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新宇东路 1号公司行政办公楼 

507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军祥先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七）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

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1,298,315,471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5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208,189,33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6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90,126,1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092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75,506,99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75,506,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1038％。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环球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

下决议：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1、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预计与受共同控制方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447,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3％；反对 5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447,5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3％；反对 59,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华润化学材料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854,189,859.00 股、

华润化工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353,999,475.00 股、中信建投证券－浦发银

行－中信建投华润化学材料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持表决权股份 

14,619,138.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1.02、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常州宏川石化仓储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4,066,2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对 5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447,5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3％；反对 59,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华润化学材料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854,189,859.00 股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对外捐赠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8,177,2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反对 13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368,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0％；反对 13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3、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并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王军祥先生、房昕先生、陈向军先生、张小键先

生、杨士旭先生、张应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01 《关于选举王军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王军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 《关于选举房昕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房昕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3 《关于选举陈向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陈向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4 《关于选举张小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张小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5 《关于选举杨士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杨士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6 《关于选举张应中先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张应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并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荣健女士、朱利民先生、郭宝华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4.01 《关于选举荣健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荣健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2 《关于选举朱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朱利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3 《关于选举郭宝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郭宝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并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梁翠霞女士、王学海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5.01 《关于选举梁翠霞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梁翠霞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5.02 《关于选举王学海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246,850,9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042,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14%。 

表决结果：候选人王学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