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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须知 

 

一、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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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法人股

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股

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委托单位股票账户卡。 

二、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六条规定,召集人和律师应当依

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并登记

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

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应当终止。 

三、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三条规定： 

（一）发言股东应先举手示意，经主持人许可后，即席或到指定发言席发言。

（二）有多名股东举手发言时，由主持人指定发言者。（三）主持人根据具体情

况，规定每人发言时间及发言次数。股东在规定的发言期间内不得被中途打断，

使股东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四）股东违反前三款规定的发言，大会主持人可以

拒绝或制止。 

四、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除涉及公司商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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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上应就股

东的质询作出解释和说明。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主持人可以拒绝回答质询，但应向质询者说明理由： 

1、质询与议题无关； 

2、质询事项有待调查； 

3、回答质询将显著损害股东共同利益； 

4、其他重要事由。 

五、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主持人有权根据会议

进程和时间安排宣布暂时休会；主持人在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宣布休会。 

六、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五十八条规定，参会者应遵守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要求；主持人可以命令下列人员退场： 

（一）无资格出席会议者；（二）扰乱会场秩序者；（三）衣帽不整有伤风化

者；（四）携带危险物品者；（五）其他必须退场情况。 

前款所述者不服从退场命令时，主持人可以派员强制其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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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程 

 

一、大会安排：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25日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1月25日 9:15-9:25 9:30-11:30 13:00-15:00 

（三）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 2503 号公司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1 月 21 日 

（六）主持人：董事长  

二、会议议程： 

（一）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二）宣读并审议会议议案 

议案：《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进一

步落实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回答股东提问 

（四）推选监票、计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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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会表决 

（六）统计表决票，宣布表决结果    

（七）宣读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八）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休会，与会董事及股东代表在会议决议及会议记

录上签字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材料 

关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进一步落实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避免同业竞争，在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前次发行股份购买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黄金集团”）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中，山东黄金集团及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与山东黄

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

函》”），山东黄金集团和有色集团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仅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

司、嵩县天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盛大矿业有限公司、山东天承矿业有限公司、山东黄金

金创集团有限公司等拥有黄金业务资产但因不符合上市条

件而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持有。目前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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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所实际控制前述公司股权、山东黄

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所实际控制的黄金业务资产已委托山

东黄金进行管理。本公司承诺，将在本承诺函出具后的三年

内，通过对外出售的方式处置上述与黄金业务相关的资产，

山东黄金在同等条件下对上述资产具有优先购买权。” 

截至目前，山东黄金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青海山

金矿业有限公司、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金创集

团有限公司、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招远市九洲矿业有限

公司、山东成金矿业有限公司等拥有黄金业务资产但因不符

合上市条件或整体规划考虑而在山东黄金集团或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中持有。目前山东黄金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所

实际控制前述公司股权、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所实际

控制的黄金业务资产已委托公司进行管理。上述企业存在探

矿权储量未探明、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或主要资产权证有待规

范等情况，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山东黄金集团

除已委托公司进行委托管理外，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且满足下列条件或公司从战略布局、资

源禀赋、市场等认为需要注入公司的，山东黄金集团应依法

启动注入公司程序；业务正常经营、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

良好、在产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该等资产为企业的）不低于

公司上年水平或非在产企业财务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8%；对

上述与黄金业务相关的资产，山东黄金集团将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前通过优先注入公司，在不符合上述注入公司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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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或者公司不愿意收购的情形下经事先征得公司同意出

售给无关第三方等方式，稳妥推进同业竞争的解决。 

《承诺函》的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附件一：《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山东黄金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附件二：《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02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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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黄金”）通过发行股份购买

本公司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境内所拥有具备注入山东

黄金条件的与山东黄金主业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资产都将注入山东黄金。 

2.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公司、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招远市九洲矿业有限公司、山东成金矿业有限公司等拥有黄金业务资产但因不符

合上市条件或整体规划考虑而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持有。目前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所实际控制前述公司股权、山东黄金金创集团有限

公司所实际控制的黄金业务资产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管理。 

上述企业存在资源储量尚未探明、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或主要资产权证有待规

范等情况，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除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委托

管理外，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且满足下列条件或山东

黄金从战略布局、资源禀赋、市场等认为需要注入上市公司的，本公司应依法启

动注入山东黄金程序：业务正常经营、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在产企业净

资产收益率（该等资产为企业的）不低于山东黄金上年水平或非在产企业财务内

部收益率不低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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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公司承诺，对上述与黄金业务相关的资产，本公司将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前通过优先注入山东黄金，在不符合上述注入山东黄金相关条件或

者山东黄金不愿意收购的情形下经事先征得山东黄金同意出售给无关第三方等

方式，稳妥推进同业竞争的解决。 

3．针对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未来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山东黄

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山东黄金

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将不从事并尽最大可能促使

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拟从事的山东黄金同类业务并将实质性获得的山东

黄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让予山东黄金；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不

从事与山东黄金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免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

接的竞争。 

4．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

面可能对山东黄金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公司自愿放弃并尽最大努力促使本公

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竞争。 

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赔偿山东黄金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任

何承诺事项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承诺函在本公司作为山东黄金的

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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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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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1、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黄金”） 通过发行股份购

买本公司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完成后，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下属公司在境内所拥有具备注入山东黄金条件的与山东黄金主业相同或相类

似的业务资产都将注入山东黄金。 

2、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仅嵩县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虽小规模经营黄金业务但因不符合上市条件而为本公司

持有。目前本公司及所实际控制前述公司股权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管理。 

上述企业存在资源储量尚未探明、盈利前景尚不明朗或主要资产权证有待规

范等情况，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除已委托山东黄金进行委托

管理外，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且满足下列条件或山东

黄金从战略布局、资源禀赋、市场等认为需要注入上市公司的，本公司应依法启

动注入山东黄金程序：业务正常经营、权属清晰、规范性情况良好、在产企业净

资产收益率（该等资产为企业的）不低于山东黄金上年水平或非在产企业财务内

部收益率不低于 8%。 

同时，本公司承诺，对上述与黄金业务相关的资产，本公司将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前通过优先注入山东黄金，在不符合上述注入山东黄金相关条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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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山东黄金不愿意收购的情形下经事先征得山东黄金同意出售给无关第三方等

方式，稳妥推进同业竞争的解决。 

3、山东黄金本次重组完成后，针对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未来

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山东黄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

成的资产和业务与山东黄金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公司承诺，本公司

将不从事并尽最大可能促使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拟从事的山东黄金同类

业务并将实质性获得的山东黄金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让予山东黄金；保证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不从事与山东黄金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免与山东黄

金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4、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下属公司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

面可能对山东黄金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公司自愿放弃并尽最大努力促使本公

司控制的下属公司放弃与山东黄金的业务竞争。 

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赔偿山东黄金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任

何承诺事项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承诺函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黄

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山东黄金的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特此承诺！ 

 
 
 

山东黄金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