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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我公司（本人）
出席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临时股东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代
表本公司（本人）审议相关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期限至：召开完毕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授权范围为：代表我公司（本人）参加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全部的股东权利。

委托人（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股）：

（此授权委托书自行复印有效）

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各位股东及代理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青
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共和农商银行”）决定召
开 2018 年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6 月 20 日（星

期三）上午 10时 30分。
（二）会议地点：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

街 6 号国太旺座 2 号楼 21 层富康控股发
展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共和农商银行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现场

会议，现场表决。
二、会议参加人员
（一）共和农商银行在册全体股东或

其委托代理人。
（二）共和农商银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
（三）共和农商银行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共和农商银行董事会邀请的嘉

宾等。
三、会议内容
普通议案
1、审议《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郑万青辞去独立董
事资格的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李桂娥同志为青海
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资格的议案》；

3、审议《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管理办法修正案（草案）的
议案》；

4、审议《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5、审议《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6、审议《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7、审议《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确定第一届独立董事薪酬
决定的议案》；

8、审议《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青海美信医药有限公司股
权事项的议案》；

9、审议《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配股方案（草案）的议案》。

特别议案
审议《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通报事项
1、关于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改选情况
的通报；

2、关于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改选情
况的通报；

3、关于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
的通报；

4、关于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
的通报。

四、会议要求
（一）本行股东大会实行会议登记制

度，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应当按本公告
的规定，以传真或电邮方式于 6月 15日前
将参加会议确认函和授权委托书发至共
和农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办理会议手续，
未办理会议登记手续的，本行董事会有权
谢绝其出席会议及行使表决权。

（二）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
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有效身
份证件、加盖法人股东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持股凭证（股权证）；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加盖委
托人公章的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委
托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
的持股凭证。

（三）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本人出
席会议的，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持
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携
带委托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代理人
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委托人的持股凭证。

上述携带材料中，身份证件和持股凭
证应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原件核对无误后
退还），持股凭证和委托书必须提供原件。
复印件中，身份证件复印件均需由本人签
字，法人股东材料还须加盖公司公章。

（四）在我行股东大会上被限制表决
权的股东，可以列席本次大会，其所持股
份不计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内，
其不享有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

五、会议签到
请办理会议登记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9 时 30
分前到达会场办理签到手续和参加会议。

六、会务联系事项：
会务联系部门：共和农商银行董事会

办公室
联系人：王海荣 姚佳林
办公电话：0974-8523389；
传真电话：0974-8515266；
邮箱：804267479@qq.com
联系地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恰卜恰镇人民路 86号
邮编：813099
七、其他事项
（一）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及相关会议

材料由总行董事会办公室备置，供各股东
查阅，查阅时需审验身份证原件和持股凭
证原件。

（二）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会议不发放礼物和会议补贴。

特此公告。

关于召开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青海共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本报讯（记者 魏金玉）2018年高考进入倒计
时，在省招委会的领导下，我省高校招生委员会
成员单位提前进入“高考备战”阶段，充分发挥各
考区招委会的作用，教育、宣传、公安、安全、监
察、工信、保密、工商、武警、无线电管理、卫生计
生委等部门紧密配合、协调联动，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抓专项治理、抓检查落实，层层
落实责任，全力为我省高考保驾护航。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安局
系统以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和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为重点，净化治安环境，做好考生
身份核查和身份证加急办理等服务保障工作。网
监部门实施网络安全监控，杜绝有害信息的传
播；治安部门强化考点的安全保卫工作，防范和
打击各种涉考违法犯罪行为。

高考期间，交警部门将加大考点周边道路执
勤岗组的设置，在考场周边道路特别是易堵路
段、路口增派民警，加强巡逻管控和指挥疏导。每
个考点安排足够的警力，周边道路至少安排 1辆
巡逻车巡查疏导，各考点执勤民警要提前和延后
1小时上岗、撤岗，确保考试前后各考点门前及通
往考点的道路畅通。对接送考生车辆发生轻微交
通违法行为的，教育警告后及时放行。对接送考
生车辆发生轻微交通事故的，登记后放行，待后
进行处理；对发生较大交通事故的，迅速出警、快
速处置，杜绝发生影响高考交通安全的事件。

食药监和卫生等部门在高考期间认真做好
食品安全监管和疾病防控及医疗保障工作，有效
预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确保广大考
生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教育部门强化工作责任，建立联动机制，推
进信息化考务指挥平台和巡查系统建设以及标

准化考场建设，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做好高考
组织、指导、协调和督考检查工作，努力实现平安
高考目标。尤其是，在高考前组织专家，对所属考
点的听力播放设备及备用设备做好严格的检测、
试听工作，并作出合格认证。

环保部门在 5 月 25 日至 6 月 25 日组织开展
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控制专项检查活动，停止在
夜间施工项目，对全省各考点周边的环境空气、
噪声等污染源，特别就建筑施工噪声、营业性文
化娱乐场所噪声污染等进行了全面摸排，对可能
产生噪声污染源及其他污染进行了综合治理，并
安排执法人员，对考点学校周边 100 米范围内的
各种噪声污染源进行重点监控。

城管部门提前对校园周围乱摆摊的小商小
贩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并对校园内的食堂和附近
的饭店、食杂店进行卫生排查，确保考生的餐饮
安全。

省气象部门为高考提供气象预报服务工作。
畅通各种气象信息发布手段，滚动发布高考期间
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交通部门制订严密的安全运输工作方案，保
证监考教师和考生往返途中的交通安全。

无委办对考点周边的电磁环境进行检测、监
听，压制和阻断作弊信号。

工商部门对贩卖考试作弊器材、虚假招生志
愿填报等违法行为依法惩处。

工信部门协调通信运营商确保考试和录取
期间的网络通畅和信息安全。

供电部门加强对供电线路的检修，并派专人
对考点进行供电安全检查和隐患排除，确保考试
期间供电万无一失；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置预案。

亲爱的高考考生和家长：
2018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考试将于 6 月 7 日、8 日、9 日举
行。历经十余年寒窗苦读的莘
莘学子将步入考场。此时此刻，
我们只想对你们说，在这个专属
于你们的特别时刻，请一定要平
心静气，诚信应考，努力在试卷
上书写出一个真实而最好的自
己，为高中时代画上一个圆满的
句号。高考既是对知识的检验，
也是一次对心态的考验。我们
衷心地预祝各位考生能够沉着
应考，以优异的成绩实现自己美
好的夙愿。

做好考试服务工作，是我们
全体考务人员的职责所在，我们
将以“安全、公平、科学、规范”为
目标，认真履行招考部门和考务
工作者的职责，努力为你们提供
最真诚的服务，营造优质的考试
环境，让每一位考生和家长满

意。也希望广大考生平静应考，
轻装上阵，以最佳状态，发挥出
最好的水平。在此，省招办向各
位考生送上最真诚的祝福，祝愿
你厚积薄发、梦想成真!

同时，也为你们送上十点温
馨提醒，希望能对你平安顺利高
考有所帮助。合理安排生活，保
持平常心态；提前规划路线，确
保按时参考；备齐证件文具，谨
防忙中出错；明辨答题卡，认真
核对信息；准确填写名号，通览
作答要求；注意铃声提示，整体
把控时间；规范书写填涂，避免
作答无效；遵守考场规定，用品
严禁带走；自觉遵守法纪，做到
诚信高考；关心爱护考生，是共
同的责任。

青海省高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6月3日

我省多部门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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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2018年高考考生
和 家 长 的 一 封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