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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须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的顺利进行，现就

会议须知通知如下：  

一、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为“股东代表”）（已登记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

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  

三、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本次大会的会务事宜。 

四、请出席本次大会的各位股东代表准时到达会场。 

五、股东到达会场后，请在“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签名簿”上

签到。股东签到时，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或股东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六、股东参加本次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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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会议秩序。  

七、本次大会对议案采用记名方式逐项投票表决，出席股东以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的两项

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对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投票表决。在两项议

案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的投票权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分别乘以应选非独立董

事、独立董事、监事总人数之积，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数集中投向一人，

也可以分散投向数人，按得票的多少（且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所持股份

总数的半数）决定当选董事和监事。 

八、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由律师、出席会议股东推选的两名股东代

表和监事会推选的一名监事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九、表决票清点后，由清点人代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如果对提

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组织点票；如果会议主持人未进

行点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对会议主持人宣布结果有异议的，有权

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点票，会议主持人应当立即组织点票。 

十、公司聘请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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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 会议基本情况 

（一） 召开时间：2013年 12 月 24日 星期二 上午 10：00 

（二） 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经开区浦东路 4488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出席对象： 

1．截止 2013年 12月 17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 

2．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程序： 

（一）会议主持人宣布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所代表股权数、比例及见

证律师 

（二）审议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1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选举董事候选人韩增义先生为公司董事； 

1.1.2选举董事候选人冯秀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1.1.3选举董事候选人李晓峰先生为公司董事； 

1.1.4选举董事候选人张杨女士为公司董事； 

1.2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何建芬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1.2.2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蔡立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6 

1.2.3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冯兵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2、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2.1选举监事候选人孙玉阳先生为公司监事； 

2.2选举监事候选人许红明先生为公司监事； 

（三）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四）成立监票小组，验票并统计表决结果 

（五）宣布投票结果 

（六）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七）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与会董事签署相关文件 

（九）会议主持人宣布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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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一） 

 

一、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或姓名）：  

2、填票人姓名：  

3、填票人身份：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个人股东本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  

4．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数额：                     股 

5．股东拥有投票权数：                    股（股东所持股份数额）×4 人

（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                   投票权数 

二、投票意见：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所投投票权数 

韩增义  

冯秀明  

李晓峰  

张杨  

 

填 票 人（签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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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二） 

 

一、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或姓名）：  

2、填票人姓名：  

3、填票人身份：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个人股东本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  

4．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数额：                     股 

5．股东拥有投票权数：                    股（股东所持股份数额）×3 人

（独立董事应选人数）=                   投票权数 

二、投票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姓名 所投投票权数 

何建芬  

蔡立东  

冯兵  

 

 

填 票 人（签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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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票（三） 

 

一、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或姓名）：  

2、填票人姓名：  

3、填票人身份：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个人股东本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  

4．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数额：                     股 

5．股东拥有投票权数：                    股（股东所持股份数额）×2 人

（股东代表监事应选人数）=                   投票权数 

二、投票意见：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姓名 所投投票权数 

孙玉阳  

许红明  

 

 

填 票 人（签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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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7 名

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 3 名。根据相关股东推荐，

董事会提名韩增义先生、冯秀明先生、李晓峰先生、张杨女士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何建芬女士、蔡立东先生、冯

兵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推荐冯秀明的吉林省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在其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生效

后，请示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同意，免去其担任的吉林省航道管理

局局长职务，冯秀明个人亦承诺其当选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生效后辞去

目前担任的吉林省航道管理局局长职务）。董事会人员任期自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同意出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且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具备法律法规所要求的独立性。 

上述提名已经 2013年 11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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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简历 

 

韩增义先生， 1963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

级工程师。历任吉林省吉长交通发展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兼副总经理，吉林省宇辉地方铁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省宇辉地方

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司董事长兼自然村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

记，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吉林省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 

冯秀明先生， 1964 年 10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

任吉林省公路管理局米沙子收费站副站长、吉林省公路管理局收费科

副科长、吉林省公路管理局收费科科长、吉林省公路管理局收费管理

处处长（正科级）、吉林省公路管理局副局长。现任吉林省航道管理

局局长。 

李晓峰先生， 1971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历任吉林省宇辉地方铁路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杨女士，196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政工师，研究生学历。

曾在航天工业部工作，自1994年8月至今在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

公司工作，历任部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曾兼任浙江

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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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和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何建芬女士， 1955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

会计师。历任长春市北方市场集团公司财务总监，吉林银行独立董事。

现任长春世纪天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吉林森工独立董事，

东北证券监事会外部监事，榆树市农商行独立董事。 

蔡立东先生， 1969 月 3 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教授，博士。

现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律与经济

研究所所长。兼任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甘肃政法学院教授、吉林省人

民政府法律顾问、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吉林济维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冯兵先生，1962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位。历

任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直属机关团委书记,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计划处

副主任科员及主任科员,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调研

员及处长。现任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吉林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3 

议案二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由 3 名

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 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根据相关股

东推荐，公司监事会提名孙玉阳先生、许红明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其

中推荐孙玉阳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在其当选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生效后，请示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同意，免去

其担任的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孙玉阳个人亦承诺其当

选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生效后辞去目前担任的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副局长职务）。监事会成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与公司全体职工代表选

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金花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上述提名已经 2013年 11月 29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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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孙玉阳先生， 1956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任

吉林省交通厅审计办公室副主任、吉林省交通厅审计处副处长、吉林

省交通厅审计处处长、吉林省交通厅审计处处长兼财务会计处处长、

吉林省交通厅财务审计处处长。现任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 

许红明先生，196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

曾任职北京图书馆外文采编部西文采访组助理馆员，招商局集团法律

事务部主任、高级经理，国务院国资委政策法规局调研员，招商局集

团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助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现

任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