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唐永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卫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张小东

公司负责人唐永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卫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小东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3,002,970,554.28 2,849,588,479.36 5.3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

元

) 1,962,757,556.16 1,937,473,336.50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6.18 6.10 1.31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65,580,959.43 -453.8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0.84 -450.0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5,294,884.25 25,294,884.25 7.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08 14.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0.08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08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30 1.30

增加

0.0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26 1.26

增加

0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4,480.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64,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5,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283,370.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412.99

合计

783,697.41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1,887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项雷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董志远

1,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科文

727,4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701,966

人民币普通股

史学花

576,6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兴

502,990

人民币普通股

钱卫国

462,659

人民币普通股

杨艳丽

436,499

人民币普通股

新疆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交通银行

410,030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银行

394,551

人民币普通股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 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金额（元）

变动比例

（

%

）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93,352,877.18 139,411,073.55 -46,058,196.37 -33.04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所致。

预付款项

452,491,448.07 337,967,914.57 114,523,533.50 33.89

主要系销售合同增加，相应增加原

材料预付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8,974,514.27 16,272,893.20 -7,298,378.93 -44.85

主要系其他应收款结算所致。

存货

614,751,255.13 447,885,961.24 166,865,293.89 37.26

主要系销售合同增加，相应增加原

材料库存所致。

短期借款

393,604,400.00 231,000,000.00 162,604,400.00 70.39

主要系应付票据到期支付，资金需

求量增加致银行贷款增加。

应付账款

34,343,612.19 62,042,525.79 -27,698,913.60 -44.65

主要系应付账款结算所致。

应交税费

-19,902,521.12 14,055,880.74 -33,958,401.86 -241.60

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税金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 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金额（元）

变动比例

（

%

）

情况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88,135.12 4,149,851.17 -1,961,716.05 -47.27

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税金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4,425,864.15 10,250,175.34 4,175,688.81 40.74

主要系运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3,756,088.04 17,540,267.77 6,215,820.27 35.44

主要系研发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033,893.33 1,493,312.66 1,540,580.67 103.17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支付，资

金需求增加致利息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601,602.47 -7,719,201.50 7,117,599.03 -92.21

主要系上期冲回较多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48,480.53 176,165.28 1,072,315.25 608.70

主要系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 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金额（元）

变动比例

（

%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5,580,959.43 75,046,707.13 -340,627,666.56 -453.89

主要系预付账款及存货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874,026.76 -6,435,319.60 -69,438,707.16 1,079.02

主要系募投项目投入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8,925,816.62 54,052,022.02 104,873,794.60 194.02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支

付，资金需求增加致贷款增加。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永清、唐志毅、唐维君、唐柯君）以及吕燕青、华伯春、

唐红、张小东、刘仲华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目

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2、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唐志毅、唐永清、唐柯君、吕燕

青、徐卫东、黎建文、王建洪、唐红、姚光利、华伯春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 6 个月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2013 年 3 月 31 日，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决定以 2012 年年末总股本 317,

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 79,375,000 元，结余的未分配利润全部转结至下年度。 以上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还需提交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永清

2013 年 4 月 25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巨建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咏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郭玉明 董事 因公出差 段冀光

朱权炼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张俊瑞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399,577,321.39 327,727,273.06 2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64,307.64 -17,403,778.98 5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842,811.90 -20,058,600.84 5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157,839.23 10,890,177.00 259.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1 6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1 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87% -2.21% 1.34%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元）

2,700,931,543.56 2,621,535,023.02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1,702,980.17 858,312,744.07 -0.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49,756.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2,676.03

所得税影响额

354,353.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9,574.80

合计

1,378,504.26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60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国有法人

36.47% 63,693,189 0

质押

14,500,

000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公司 国有法人

20.19% 35,250,000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国有法人

1.68% 2,936,811 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

中心

国有法人

1.26% 2,197,363 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850,260 0

沈定一 境内自然人

0.21% 362,000 0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 342,126 0

冻结

342,126

李宽 境内自然人

0.17% 288,350 0

吴万民 境内自然人

0.14% 249,691 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4% 249,56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63,693,189

人民币普通股

63,693,189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公司

35,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50,00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2,936,811

人民币普通股

2,936,811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

中心

2,197,363

人民币普通股

2,197,36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850,260

人民币普通股

850,260

沈定一

3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000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342,126

人民币普通股

342,126

李宽

288,350

人民币普通股

288,350

吴万民

249,691

人民币普通股

249,69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49,566

人民币普通股

249,5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应收票据

52,316,555.94 110,205,119.36 -52.53%

预付款项

46,654,858.67 32,928,318.78 41.69%

其他流动资产

1,945,992.03 6,254,478.19 -68.89%

在建工程

25,717,312.41 15,482,506.86 66.11%

开发支出

13,432,481.05 6,855,845.38 95.93%

应付职工薪酬

6,080,240.35 20,625,166.18 -70.52%

应交税费

20,414,066.15 12,706,842.04 60.65%

应付利息

10,645,724.09 4,997,594.96 113.02%

其他应付款

10,757,981.75 15,535,321.94 -30.75%

变动原因：

1.应收票据减少主要是用银行承兑汇票购买原材料和支付项目投资款所致。

2.预付款项增加主要是组织生产预付的原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是融资贴现利息本期费用化所致。

4.在建工程增加主要是特种新材料园项目建设所致。

5.开发支出增加主要是内部研发课题增加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预提职工薪酬在年初发放所致。

7.应交税费增加主要是期末留抵进项税增加所致。

8.应付利息增加主要是预提的贷款利息尚未支付所致。

9.其他应付款减少主要是当期支付上期相关欠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 目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变动比率

管理费用

22,871,305.17 16,570,985.72 38.02%

营业外收入

2,012,548.23 3,349,558.92 -39.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64,307.64 -17,403,778.98 57.11%

少数股东损益

4,165,030.16 7,633,412.34 -45.44%

变动原因：

1.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2.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收入减少所致。

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主要是公司钛产业亏损减少所致。

4.少数股东损益减少主要是公司非钛产业盈利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变动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57,839.23 10,890,177.00 259.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17,355.89 -24,770,365.40 72.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38,361.48 -71,513,108.67 45.13%

变动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加主要是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项目投资款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西北有色金

属研究院

避免同业竞争

2007

年

08

月

10

日

长期

该承诺在继

续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本公司

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

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2013

年

3

月

16

日

至

2014

年

3

月

15

日）

2013

年

02

月

27

日

一年

该承诺在继

续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问题作出承诺

否

四、对 2013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2013

年

1-6

月净利润亏损（万元）

-500

至

0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516.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公司钛加工材产品中高附加值产品销售量同比增加以及稀贵金属

产业盈利增加所致。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六、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149�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3-027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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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部材料” ）2012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年 4月

24日下午 14:00在公司泾渭工业园 328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1,368,25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8.05%。 ，其

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1,314,5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02%；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08%。 会议由巨建辉董事长主持，公

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2012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1,339,752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4,1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2．审议通过《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1,334,052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9,8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3．审议通过《2012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01,334,052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9,8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4．审议通过《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1,334,052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9,8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5．审议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1,338,152股，反对 24,400股，弃权 5,7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6．审议通过《关于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关于公司与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回避

了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7,675,063股。

表决结果：同意 37,640,863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9,8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2）关于公司与西安航天科技工业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西安航天科技工业公司

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6,118,252股。

表决结果：同意 66,084,052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9,8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1,334,052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9,8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8．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1,334,052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9,8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9．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1,334,052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9,8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1,334,052股，反对 4,400股，弃权 29,80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杨琦律师及赵倩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对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149�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3-028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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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3年

4月 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3年 4月 24日在公司泾渭工业园 328 会议室召

开，应出席董事 12人，实际出席董事 10人，郭玉明董事书面委托段冀光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独立董事朱权炼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张俊瑞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巨建辉董事长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讨

论，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2013-030）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资产抵押的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部分自有资产及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资产做抵押， 向浦发银行西

安分行及华夏银行西安分行共计申请 8,000万元 1年期短期贷款，抵押期限为 1年。

资产抵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评估价值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1

西部材料公司

1780

㎜冷轧机组等

22

台

（套）机器设备

14,531.67

浦发银行西安分行

4000

2

西部钛业公司

128,668

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建筑物

12,642.67

华夏银行西安分行

4000

合计

27,174.34 8000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章程修正案》见附件一，修订后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拟设 12名董事，其中 4名为独立董事。

根据股东提名，经董事会讨论，同意提名张平祥先生、颜学柏先生、巨建辉先生、程志堂先生、杜明焕

先生、师万雄先生、郭玉明先生、彭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俊瑞先生、何雁

明先生、金宝长先生、刘晶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zse.cn）上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有异议的，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热线电话 0755-82083000及邮箱 info@szse.cn，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反馈意见。

本次董事会换届通过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段冀光先生、独立董事王国栋先生、朱权炼先生离任后

将不担任公司职务。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13年 5月 15日召开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2013-032）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4月 25日

附件一：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由于公司监事会成员构成发生变化，需相应修订《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

修订内容如下：

原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款为：“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6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人，可以设

副主席。 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

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现修订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4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人，可以设副主席。监事会主席

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

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附件二：

张平祥简历

张平祥，男，汉族，1965年生，陕西宝鸡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 2000年

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01年 5月至 2011年 5月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2008 年 4月至 2011年

5月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党委书记，2011年 5月至今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现兼任

中国材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超导材料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是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8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 13项，在国内外重点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百余篇的学术论文。

张平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颜学柏简历

颜学柏，男，汉族，1962年生,�湖南衡阳人，中共党员，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近五年曾任陕西

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 5月至今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

2012年 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西安交通大学战略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硕

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 先后主持

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项，部级重点项目 4项，其他研究项目 6项，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 20余篇，获

国家发明专利 1项，省部级成果多项。

颜学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巨建辉简历

巨建辉，男，汉族，1963年生，陕西乾县人，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 EMBA，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

生导师。 2001年 5月至今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2007年 3月至今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党委

副书记，2008年 8月至今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工会主席。 2007年 1月至 2011年 5月任公司副董事长，

2011年 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09年 12月至 2012年 3月任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西安市科技专家，兼任陕西省有色金属学会理事长。

先后主持参与了 12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和产业化项目，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项，获授权专利 5

项；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论文 20余篇。

巨建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程志堂简历

程志堂，男，汉族，1960年生，陕西凤翔人，中共党员，EMBA，高级会计师。 曾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院长助理，西部金属材料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07年 8月至今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

2010年 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1年 5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兼任中国职协有色金属分会学术委员会

委员、中国有色会计学会理事、陕西省总会计师协会理事。 先后主持建立了多项财务管理办法，主持开发

的电算化软件获部级四等奖，发表论文 5篇，荣获 2001年度“全国优秀论文成果奖” 一篇。

程志堂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杜明焕简历

杜明焕，男，汉族，1964年生，陕西凤翔人，中共党员，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西北有色金

属研究院财务处副处长、院办公室主任，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延安市人民政府市长助

理、政府党组成员、中共延安市委委员。 2007年 8月至今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 2010年 1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 现兼任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理事。 先后参与多项国家科研项目，荣获陕西省及有色

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4项。

杜明焕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师万雄简历

师万雄，男，汉族，1957年生，陕西清涧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近五年任陕西省生产

力促进中心主任，陕西省科技厅办公室主任， 2010年 6月至今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纪委书记。 2011�

年 10月至 2012年 4月任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 4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 多年从事经济与科技管理工作，先后主持和参与各类规划、科技项目 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30余

篇，获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十几项，有 2项科技成果，1项获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著有专著 1部，主编

了 90余万字的《榆林科技十年》、《陕西中药现代化》。 三次被科技部授予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师万雄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玉明简历

郭玉明，男，汉族，1963年生，河北阜城人，中共党员，工学硕士，研究员。 2004年 4月至 2009年 3月

任航天一院 703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科技委主任。 2009年 3月至 2010年 8月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副总工程师。2010年 8月至今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航天技术应用部部长。 2010年 1月至今任公司副

董事长。

郭玉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彭建国简历

彭建国，男，汉族，1967年生，中共党员，管理硕士，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 1990年参加工作，曾任航

天六院十一所财经处副处长、处长、副总会计师，在航天六院财务部工作期间，担任副部长、部长。 2009

年 4月至 2011年 7月任航天六院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2011年 7月至今任航天六院总会计师。

彭建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俊瑞简历

张俊瑞，男，1961年生，陕西渭南人，经济学（会计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陕西财经学院财会学院教授、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副院

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校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西

安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 2010年 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目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办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对

外交流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会计学会副会长、西安市会计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

纪人才支持计划。

张俊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何雁明简历

何雁明，男，1953年生，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证券研究所副

所长，国际金融与证券投资方向的研究生导师，陕西省上市公司协会顾问兼陕西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

委员会主任,美国 NASDAQ研究论坛会员,澳大利亚银行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2012

年 3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何雁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金宝长简历

金宝长，男，汉族，1948年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曾任陕西宝光电工总厂厂长办公室主任、车间

主任、计划处副处长、证券办主任；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金宝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刘晶磊简历

刘晶磊，男，汉族，1971年生，法律硕士。 历任中国国内贸易部商业贸易促进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业务

经理，北京国际交换系统有限公司（西门子合资公司）董事长秘书、公共关系部项目经理，国泰君安证券

公司企业融资总部项目经理、高级经理、业务董事、执行董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执行董事。 2010年 7月至今任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上海中静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刘晶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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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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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月 19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 2013年 4月 24日在公司 328会议室召开，应

参加监事 6人，实际参加监事 4人，金锐监事书面委托龚卫国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马徐进监

事书面委托胡永祥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龚卫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资产抵押的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修订后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拟设 4名监事，其中 2名职工监事。

根据股东提名，经监事会讨论，同意提名龚卫国先生、马徐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同时，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咏先生、黄张洪先生为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监事会换届通过后，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胡永祥先生、金锐先生离任后将不担任公司职务；职工

监事李长亮先生继续在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生产部部长职务，职工

监事鲁艳俐女士继续在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庄信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

该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4月 25日

附件：

龚卫国简历

龚卫国，男，汉族，1958年生，陕西蓝田人，中共党员，EMBA，高级政工师。 1975年参加工作，1978 年

入伍，历任 80310部队教导大队学员队副区队长、政治部干部处干事，荣立三等功 2次。 1988年转业到西

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历任扩迁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华泰公司副经

理、经理和党支部副书记、书记，2004年任院长助理，2005年兼任院办公室主任，2007年 8 月至 2010年 6

月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纪委书记，2010年 6月至今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2007年 9月至

今任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兼任陕西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龚卫国先生未持有西部材料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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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徐进简历

马徐进，男，1976年生，山西长子人，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1998年 8月至 2002年 4月在航天 230厂

财务处工作，2002年 5月至今，先后担任航天科技财务公司稽核部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总法律顾问

职务。 2010年 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马徐进先生未持有西部材料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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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咏简历

刘咏，男，汉族，中共党员，湖南省华容县人，1978 年生， 200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

学专业，本科学历。

2002年 7月至 2007年 10月在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财务处工作。 2004年 5月至 2005年 10月任西北

有色金属研究院财务处处长助理；2005年 11 月至 2007 年 10 月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财务处副处长。

2007年 11月至今在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曾任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曾兼任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 现任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长；兼任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控股子公司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监事，西安泰金工业电化学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刘咏先生未持有西部材料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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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张洪简历

黄张洪，男，1979年生，四川成都人，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09年 5月博士毕业于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攻读博士和硕士期间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分别为镁合金、铝合金压力加工。 2009年 7

月入职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及技术中心，2011年被公司聘为首席青年技术专家，主要研发工作为

钛合金棒材 /锻件开发、镁合金材料开发等。 作为核心成员参与 10余项科研课题和产业化项目。 在国内

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篇，EI 收录 12篇，申报专利 10项，其中第一作

者 5项，授权 3项，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二等奖 1项。

黄张洪先生未持有西部材料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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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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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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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3年 4月 17日在公司 103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

议，选举刘咏先生、黄张洪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的职工监事，任期三年，与监事会任期

一致。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4月 25日

刘咏简历

刘咏，男，汉族，中共党员，湖南省华容县人，1978 年生， 200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

学专业，本科学历。

2002年 7月至 2007年 10月在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财务处工作。 2004年 5月至 2005年 10月任西北

有色金属研究院财务处处长助理；2005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0 月任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财务处副处长。

2007年 11月至今在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曾任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曾兼任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 现任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长；兼任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控股子公司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监事，西安泰金工业电化学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刘咏先生未持有西部材料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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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张洪简历

黄张洪，男，1979年生，四川成都人，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2009年 5月博士毕业于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攻读博士和硕士期间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分别为镁合金、铝合金压力加工。 2009年 7

月入职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及技术中心，2011年被公司聘为首席青年技术专家，主要研发工作为

钛合金棒材 /锻件开发、镁合金材料开发等。 作为核心成员参与 10余项科研课题和产业化项目。 在国内

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篇，EI 收录 12篇，申报专利 10项，其中第一作

者 5项，授权 3项，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二等奖 1项。

黄张洪先生未持有西部材料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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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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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部材料”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3年 4月 24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2013年 5月 15日召开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

将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9:00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2013年 5月 9日（星期四）

（五）出席对象：

1．凡 2013年 5月 9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

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六）会议召开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 15号，公司 328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关于修订《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3.1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8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1.1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平祥先生

3.1.2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颜学柏先生

3.1.3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巨建辉先生

3.1.4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程志堂先生

3.1.5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杜明焕先生

3.1.6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师万雄先生

3.1.7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郭玉明先生

3.1.8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彭建国先生

3.2�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4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3.2.1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俊瑞先生

3.2.2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何雁明先生

3.2.3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金宝长先生

3.2.4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晶磊先生

4.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4.1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龚卫国先生

4.2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马徐进先生

上述第 3、4项议案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通过，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

应选举董事、监事人数之积。 股东可以集中行使表决权，将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集中投给某一位或几位

董事、监事候选人；也可将其拥有的表决权分别投给全部董事、监事候选人。 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个董

事、监事候选人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时，该股东投票无效；股东对某一个或某几

个董事、监事候选人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时，该股东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

弃表决权。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内容刊载于 2013年 4月 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自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 2013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00 至 11：30，下午 14：00 至 16：

30）。

（二）登记方法：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

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

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三）登记地点：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邮寄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 15号

邮编：710201� � � � � � �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传真：029-86968416

四、其它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会议咨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潘海宏、左婷

联系电话：029-86968418

特此通知。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4月 25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修订《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3

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

3.1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8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3.1.1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平祥先生

请填写票数，选

举非独立董事

的投票权数

=

股

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8

3.1.2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颜学柏先生

3.1.3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巨建辉先生

3.1.4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程志堂先生

3.1.5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杜明焕先生

3.1.6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师万雄先生

3.1.7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郭玉明先生

3.1.8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彭建国先生

3.2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4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3.2.1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俊瑞先生

请填写票数，选

举独立董事的

投票权数

=

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4

3.2.2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何雁明先生

3.2.3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金宝长先生

3.2.4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晶磊先生

4

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 同意票数

4.1

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龚卫国先生 请填写票数，选

举监事的投票

权数

=

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2

4.2

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马徐进先生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实行累积投票的议案请填写票数。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每页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

盖单位公章）。

2013年 4 月 25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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