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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07 年 12 月 11 日三届九次董事会通过决议，定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召开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已于 2007 年 12

月 12 日公告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暨召开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请参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当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 

根据《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52 条的规定：“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2007 年 12 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增选徐乐江先生为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提案》（具体

内容参见附件一）,宝钢集团截至 2007 年第三季度持有宝钢股份

73.97％的股份，该提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公司章程》第

52 条的规定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件一 《关于增选徐乐江先生为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提案》 

附件二 网络投票须知(补充)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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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增选徐乐江先生为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的提案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宝钢股份”）《公司章程》第

52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

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宝钢股份《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

的股东，有权向股东大会推荐董事、监事候选人”。 

据此，经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增补徐乐江

先生为宝钢股份董事人选，提议增选徐乐江先生为宝钢股份董事。本

提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2007年 12月 27日宝钢股份200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徐乐江先生简历如下： 

徐乐江先生，1959 年 2 月生，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 

徐先生长期从事钢铁行业工作，熟悉钢铁工艺技术，对大型钢铁

企业管理具有丰富经验，徐先生 1982 年加入宝钢，先后担任宝钢初

轧厂厂长助理、冷轧厂厂长、宝钢总厂厂长助理、宝山钢铁（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1998 年 11 月起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2004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 月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董事、总经理。2007 年 1 月起任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先生

曾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2006 年 5

月至 2007 年 3 月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徐先生 1982 年毕业于江西冶金学院，1995 年至 1996 年曾赴美

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深造，2000 年获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 

徐先生未持有宝钢股份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2007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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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网络投票须知(补充)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

务操作。 

2. 投票代码：738019  投票简称：宝钢投票 

3.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1） 买卖方向为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序

号，以 1.00 元代表第 1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以 2.00 元代表第

2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以 2.01 元代表第 2 个议案的第 1个审议

项，以此类推；因议案二、三实行逐项表决，以 2.00 元或 3.00

元申报价格对该等议案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视为对其项下所

有审议项均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 

（3）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序号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

表： 

议案及审议 

事项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格（元） 

议案一 

 

关于向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有限公

司收购罗泾项目相关资产的议案 

1.00 

议案二 关于拟发行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议案 

2.00 

2.01 发行规模 2.01 

2.02 发行价格 2.02 

2.03 发行对象 2.03 

2.04 发行方式 2.04 

2.05 债券利率及利息支付 2.05 

2.06 债券期限 2.06 

2.07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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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债券回售条款 2.08 

2.09 担保事项 2.09 

2.10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 2.10 

2.1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 2.11 

2.12 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及其调整方式 2.12 

2.13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 2.13 

2.14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14.1 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五冷轧工程及配套

设施和不锈钢冷轧带钢工程项目，以

及调整债务结构 

2.14 

2.14.2 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宝钢集团上海浦东

钢铁有限公司罗泾项目相关资产 

2.15 

2.15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2.16 

2.16 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

具体事宜的授权 

2.17 

议案三 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

行性报告的议案 

3.00 

3.01 五冷轧工程及配套设施和不锈钢冷轧

带钢工程项目，以及调整债务结构的

可行性分析 

3.01 

3.02 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有限公司罗泾

项目相关资产的可行性分析 

3.02 

议案四 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说明 

4.00 

议案五 关于增选徐乐江先生为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的提案 

5.00 

 

（4）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 股代表同意，2股票代表

反对，3股票代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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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 投票举例 

以议案二第一个表决项为例，如投资者对该议项投同意票，其申

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019 买入 2.01 元 1 股 

如投资者对该议项投反对票，只要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2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019 买入 2.01 元 2 股 

如投资者对该议项投弃权票，只要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3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019 买入 2.01 元 3 股 

（6）投票注意事项 

①对上述表决项可以按照任意次序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

撤单； 

②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

报为准；  

③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或者申报不全的将作为无效申报，不

纳入表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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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补充）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宝

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议案及审议 

事项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向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

有限公司收购罗泾项目相关资

产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拟发行分离交易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议案 

   

2.01 发行规模    

2.02    发行价格    

2.03 发行对象    

2.04 发行方式    

2.05 债券利率及利息支付    

2.06 债券期限    

2.07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2.08 债券回售条款    

2.09 担保事项    

2.10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    

2.1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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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及其调整

方式 

   

2.13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    

2.14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14.1 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五冷轧工程

及配套设施和不锈钢冷轧带钢

工程项目，以及调整债务结构 

   

2.14.2 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宝钢集团上

海浦东钢铁有限公司罗泾项目

相关资产 

   

2.15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2.16 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

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议案三 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3.01 五冷轧工程及配套设施和不锈

钢冷轧带钢工程项目，以及调

整债务结构的可行性分析 

   

3.02 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有限公

司罗泾项目相关资产的可行性

分析 

   

议案四 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说明 

   

议案五 关于增选徐乐江先生为宝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提案 

   

 

委托日期：2007 年   月    日 

 

注：1.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的方格

内选择一项用“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2. 若股东不在上表对每一审议事项作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

示，股东代理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