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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2022 年 3 月 1 日） 

一、会议时间：2022 年 3月 1日（星期二）下午 15：00 

二、会议地点：太原市长风街 115号世纪广场 B座 4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为民先生 

五、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出席人： 

1．截至 2022年 2月 22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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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权参加会议。因故不能参加

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本次会议工作人员。 

七、会议内容： 

（一）宣布会议出席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以及参会来宾名单，宣读股东大

会须知 

（二）宣读议案，股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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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3、《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3.01  选举王为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2  选举武海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3  选举翟茂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4  选举王慧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5  选举王莎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6  选举刘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7  选举吴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4、《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选举李玉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2  选举辛茂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3  选举吴秋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4  选举薛建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5.01  选举钟晓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5.02  选举焦宇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5.03  选举原蓉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5.04  选举李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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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议案及投票表决 

（四）宣布表决结果 

（五）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六）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七）参会人员签字 

（八）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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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累积投票规则说明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对议题三：《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议题四：《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议题五：《关于选举

监事的议案》进行表决。现将累积投票规则说明如下： 

一、本次会议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采取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或监事时，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投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或监事

人数之积，出席会议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投票权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也可以将其拥有的投票权分散或平均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依

次决定董事或监事人选。 

二、采用累积投票制时，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选举分开进行： 

（一）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为其所持有或代表股

数七倍；股东可将表决票集中投向一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或平均投

给多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且这部分投票表决权数只能投向本次股东大会的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二）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为其所持有或代表股数

四倍；股东可将表决票集中投向一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或平均投给多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且这部分投票表决权数只能投向本次股东大会的独立董事候

选人。 

（三）选举监事时，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为其所持有或代表股数四倍；

股东可将表决票集中投向一位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或平均投给多位监事候选

人。且这部分投票表决权数只能投向本次股东大会的监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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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票规则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填写表决票时，可在表决意见栏填写相应股数，总股数

多出或不填写视为弃权。未投票的表决票，视为自动放弃表决权，其所持的表决

权在统计表决结果中作弃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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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题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3、《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3.01  选举王为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2  选举武海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3  选举翟茂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4  选举王慧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5  选举王莎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6  选举刘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3.07  选举吴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4、《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选举李玉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2  选举辛茂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3  选举吴秋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4  选举薛建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5.01  选举钟晓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5.02  选举焦宇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5.03  选举原蓉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5.04  选举李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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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章程的具体情况，详见 2022 年 2月 12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公告》（临 2022-003号）。 

该议案已经 2022 年 2月 1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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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决定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进行修

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 2022 年 2 月 12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22

年 2月修订）《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2 年 2月修

订）《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2年 2月修订）。 

该议案已经 2022 年 2月 1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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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三：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

组成，其中包括七名非独立董事和四名独立董事。经控股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王为民先生、武海军先生、翟茂林先生、王慧

玲先生、王莎莎女士、刘奇先生、吴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上述七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该议案已经 2022 年 2月 1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具

体按《公司章程》及本次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董事候选人经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四名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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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四：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

组成，其中包括七名非独立董事和四名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

事会同意提名李玉敏先生、辛茂荀先生、吴秋生先生、薛建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四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该议案已经 2022 年 2 月 1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具体按《公司章程》及本次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七名非独立董事组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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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五：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七人组成，

包括四名股东监事和三名职工监事。其中，四名股东监事由控股股东推荐，公司

监事会审查，提名钟晓强先生、焦宇强先生、原蓉军先生、李俊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四名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三。 

该议案已经 2022 年 2 月 11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具

体按《公司章程》及本次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另外三名职工监事待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与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的股东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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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为民，男，汉族，1966年 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正高

级会计师。曾任山西焦煤集团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山西中煤华晋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山西焦煤交通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山西焦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武海军，男，汉族，1973 年 4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

师。曾任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经

理，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中北煤炭储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山煤集团煤业

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煤业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煤业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翟茂林，男，汉族，1978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山

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职工监事，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王慧玲，男，汉族，1975 年 8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

师。曾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副主任。现任山

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事部副部长，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山煤国际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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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莎莎，女，汉族，1977年 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政工

师。曾任太原海关现场业务处主任科员，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副部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部长。现任山煤

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董事。 

刘  奇，男，汉族，1981 年 4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政工师。

曾任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煤焦经销部部长，山煤国际煤炭销售分

公司经理。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山

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山煤物产环保能源

（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  艳，女，汉族，1976 年 10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

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综合部部长，山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山西煤炭进出口

集团国际贸易分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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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玉敏，男，汉族，1958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

党员，经济学硕士，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导师、MBA 导

师。2018 年 9 月退休。社会兼职有：山西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委、山

西省会计准则实施工作组专家。现任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辛茂荀，男，汉族，1958 年 8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学教授、

注册会计师。曾任山西财经大学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山西财经大学 MBA 教育学

院院长。现任山西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山西

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西美

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煤国际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秋生，男，汉族，1962年 8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学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山西财经学院审计系副主任，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

院副院长、院长，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院长。现任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薛建兰，女，1962 年 5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山西财经大学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法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财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理事，山西省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山西省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山西省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山西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太原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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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监事候选人简历 

钟晓强，男，汉族，1978 年 5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曾任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山西煤炭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山西焦煤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 

焦宇强，男，汉族，1978年 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山

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效能监察室主任、纪检

监察二室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

长。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改革发展部部长，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监事。 

原蓉军，男，汉族，1973 年 4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山西

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政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董事会秘书处处长。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山

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监事。 

李  俊，男，汉族，1972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

师。曾任西山德威矿业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西山煤电（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审计处处长，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现任山西焦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主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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