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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股东常会各项议案参考数据 

开会时间：民国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 

开会地点：本公司头份厂(苗栗县头份市自强路二段二一七号) 

 

承认事项： 

第一案 （董事会 提） 

案由：本公司民国一○九年度营业报告书及财务报表案，提请 承认。 

说明： 

一、本公司民国一○九年度个体财务报表及合并财务报表，业经安侯建

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陈眉芳会计师及钟丹丹会计师查核签证完竣。 

二、 营业报告书及财务报表决算表册并送请审计委员会查核完竣。 

三、 本公司民国一○九年度营业报告书，请参阅本手册附件一。本公司

民国一○九年度个体财务报表及合并财务报表，请参阅本手册附件
三。 

 

第二案 （董事会 提） 

案由：本公司民国一○九年度盈余分派案，提请 承认。 

说明： 

一、 本公司民国一○九年度期初未分配盈余为新台币（以下同）
508,480,202元，民国一○九年度税后净利为680,989,534元，加计

本年度认列未分配盈余加项之处分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

衡量之权益工具126,298,940元，减计认列未分配盈余减项之确定
福利计划之再衡量数本期变动数27,392,429元及对子公司所有权

权益变动冲抵保留盈余 393,083元，合计可供分配盈余为

1,287,983,164元，拟依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提列10%法定盈
余公积77,950,296元，并就投资性不动产后续衡量采公允价值模式

民 国 一 ○ 九 年 度 公 允 价 值 净 增 加 数 提 列 特 别 盈 余 公 积

1,210,032,868元，期末未分配盈余为0元，拟不分派股利。 

二、 本公司民国一○九年度盈余分配表，请参阅本手册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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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暨选举事项： 

第一案 （董事会 提） 

案由：拟于普通股上限为六亿股额度内办理国内现金增资发行普通股案，
提请 公决。 

说明：本公司为充实营运资金及因应未来发展之资金需求，拟于普通股上
限为六亿股额度内办理国内现金增资发行普通股案，建请授权董事
会于适当时机，择一次或分次办理。其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国内现金增资发行普通股授权董事会办理原则： 

(一) 现金增资每股面额新台币十元，实际发行价格将依「中华民国
证券商业同业公会承销商会员辅导发行公司募集与发行有价
证券自律规则」之相关规定及视发行时之市场狀况授权董事长
与承销商共同议定，并呈报主管机关核备后发行之。 

(二) 拟请股东会依证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条之一规定，就需公开承销
部份之销售方式，授权董事会采询价圈购或公开申购方式择一
进行，并依下列方式办理： 

1. 若采询价圈购方式： 

拟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保留发行股份之10%～15%
由员工按实际发行价格优先认购，其余85%～90%依证券交易
法第二十八条之一规定，拟请股东会同意由原股东放弃优先
认购权利，全数提拨以询价圈购方式办理对外公开承销，并
依「中华民国证券商业同业公会证券商承销或再行销售有价
证券处理办法」办理；员工若有认购不足部分，授权董事长
洽特定人按发行价格认购之。其发行价格依「中华民国证券
商业同业公会承销商会员辅导发行公司募集与发行有价证
券自律规则」（以下简称「证券商业同业公会自律规则」）
之规定，于向金管会申报案件、向券商公会申报询价圈购约
定书及向券商公会申报承销契约时，皆不得低于其前一、三
、五个营业日择一计算之普通股收盘价之简单算术平均数扣
除无偿配股除权（或减资除权）及除息后平均股价之九成。
实际发行价格授权董事会于圈购期间完毕后，与主办承销商
参考汇总圈购情形及发行市场状况后共同议定。 

2. 若采公开申购配售方式： 

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提拨增资发行股數之10%～
15%由员工认购，并依证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条之一规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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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公开承销比例为发行新股总数10%，其余75%～80%由原股
东按认股基准日股东名簿记载之持股比例认购，认购股份不
足一股或认购不足之部分，授权董事长洽特定人按发行价格
认购之。其发行价格依证券商业同业公会自律规则之规定，
于向金管会申报案件及除权交易日前五个营业日，皆不得低
于其前一、三、五个营业日择一计算之普通股收盘价简单算
术平均数扣除无偿配股除权（或减资除权）及除息后平均股
价之七成。 

(三) 以上公开承销销售方式，拟提请授权董事会依法办理相关事项
。 

(四) 现金增资发行新股之权利义务与已发行股份相同。 

(五) 本次办理现金增资发行普通股所募集之资金系为偿还银行借
款、充实营运资金及因应未来发展之资金需求，提升经营效益
，对公司未來发展应有正面助益。 

(六) 现金增资计划之重要内容，包括发行价格、发行股數、发行条
件、计划项目、募集金额、预定进度及预计可能产生之效益等
相关事项，授权董事会订定之。另现金增资各相关事项，未來
如因主管机关核定及基于营运评估或因客观环境需要变更时，
亦授权董事长全权处理之。 

(七) 本次现金增资案于呈奉主管机关核准后，授权董事长另订认股
基准日、缴款期间及增资基准日等发行新股相关事宜。 

(八) 有关前述第二款之发行方式，如因法令规定变更须配合修正或
因客观环境而须修正时，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之。 

(九) 前述未尽事宜，授权董事长依法全权处理之。 
 
 

第二案 （董事会 提） 

案由：改选本公司第二十二届董事案。 

说明： 

一、 本公司第二十一届董事（含独立董事）系于民国（以下同）一○七
年四月十一日选任，任期自一○七年四月十一日起至一一○年四月
十日止，任期已届满，提请股东会改选之。 

二、本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之规定：本公司设董事七至十一人，任期均为
三年，连选得连任。前述董事名额，包含独立董事三人以上。董事
选举均采候选人提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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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董事会决议通过选举第二十二届董事
九人，其中包含独立董事三人。本公司第二十一届原任独立董事与
董事任期延长至改选日止，第二十二届新任独立董事与董事任期自
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起至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止。 

四、本公司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及一一○年四月十四日董事会依法审

查通过之独立董事及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 

(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 
独立董事 

候选人 

性 

别 
学  历 经历（含现职） 

持有 

股数 

备注：任期达三届之候选人继

续提名其担任独立董事之理由 

朱云鹏 男 

国立台湾大学 

经济系毕业 

国立台湾大学 

经济学硕士 

美国马里兰大 

学经济学博士 

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学系

教授 

东吴大学巨量数据管理

学院刘吉人讲座教授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 

行政院政务委员 

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

董事长 

南亚塑料工业(股)公司

独立董事* 

博珍服务事业(股)公司

董事长* 

亚洲水泥(股)公司独立

董事*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

(股)公司独立董事* 

0 

经评估朱云鹏独立董事参与董

事会情形，相信仍具独立性及

公正判断的能力，且考虑其丰

富的专业财金经验，足以适时

提出专业建议及判断，并对公

司治理之提升有卓越的贡献，

故本公司仍需倚仗其经验与洞

察力指导公司方向。另考虑产

业特性及公司长远发展之需求

，该独立董事将以其对公司愿

景及长远目标之深刻理解，充

分贡献经验并监督经营团队。 

综上，本公司未来配合长远发

展目标，延揽独立董事人选时

，将以能与其他董事之专长相

互补足，并提供董事会之整体

运作效能，推举具才能、经验

及专业知识者为首要考虑，以

达成董事会成员多元化之目标。 

潘文炎 男 

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化学系毕业 

美国怀俄明大学 

化工硕士、博士 

美国孟山都化学公司 

高级研究工程师 

国光电力公司董事长 

中油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昱晶能源科技(股)公司

董事长(法人董事代表人) 

财团法人中技社董事长* 

联成化学科技(股)公司

独立董事* 

中鼎工程(股)公司董事* 

裕民航运(股)公司 

独立董事* 

师子王智能学习(股)公司

董事长*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

(股)公司独立董事* 

0 

经评估潘文炎独立董事参与董

事会情形，相信仍具独立性及

公正判断的能力，且考虑其丰

富的产业（石化）经验，足以

适时提出专业建议及判断，并

对公司治理之提升有卓越的贡

献，本公司仍需倚仗其经验与

洞察力指导公司方向。另考虑

产业特性及公司长远发展之需

求，该独立董事将以其对公司

愿景及长远目标之深刻理解，

充分贡献经验并监督经营团队。 

综上，本公司未来配合长远发

展目标，延揽独立董事人选时

，将以能与其他董事之专长相

互补足，并提供董事会之整体

运作效能，推举具才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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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候选人 

性 

别 
学  历 经历（含现职） 

持有 

股数 

备注：任期达三届之候选人继

续提名其担任独立董事之理由 

及专业知识者为首要考虑，以

达成董事会成员多元化之目标。 

叶松年 男 
陆军步校候官班

毕业 

龙联建设(股)公司董事 

龙联建设(股)公司 

董事长* 

龙麟建设(股)公司 

董事长* 

功诚建设(股)公司 

董事长*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

(股)公司独立董事* 

0 

不适用。 

 

*：为候选人兼任之现职 

(二) 董事候选人名单 

董事候选人 
性 

别 
学  历 经历（含现职） 持有股数 

威京开发投资 

(股)公司 

代表人： 

陈瑞隆 

男 
中兴大学经济系 

毕业 

经济部部长 

台湾化学纤维(股)公司独立董事* 

英业达(股)公司独立董事* 

瀚宇博德(股)公司董事* 

亚洲水泥(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两岸企业家峰会秘书长* 

财团法人华聚产业共同标准推动基金会 

董事长* 

高雄塑酯化学工业(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1 

中华工程(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公司董事长(法

人董事代表人)* 

泰纬生命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1 

鼎越开发(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1 

联化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1 

威华(如东)贸易有限公司董事*1 

威强国际贸易(上海)有限公司董事*1 

江苏威名石化有限公司董事*1 

常州威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1 

威京双子星(缅甸)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1 

威锋(缅甸)有限公司董事*1 

盛丰建筑投资责任有限公司董事*1 

45,625,096 

威京开发投资 

(股)公司 

代表人： 

杨绍欣 

男 
台北体育学院 

毕业 

昆洲实业(股)公司董事长* 

奇仓实业(股)公司董事长* 

昆益建设(股)公司监察人* 

45,625,096 

中工机械(股) 男 国立台湾大学 行政院经建会专门委员 13,11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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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 
性 

别 
学  历 经历（含现职） 持有股数 

公司 

代表人： 

白俊男 

经济系毕业 

国立台湾大学 

经济研究所硕士 

中国文化大学 

法学博士 

交通银行副总经理 

京华证券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 

统一综合证券(股)公司独立董事* 

英济(股)公司独立董事* 

第一租赁(股)公司董事长* 

柏盟投资(股)公司董事长* 

维力食品工业(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京华城(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泰纬生命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1 

中华工程(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公司副董事长 

(法人董事代表人)* 

京华租赁(股) 

公司 

代表人： 

林坤铭 

男 
台湾大学电机工

程学系毕业 

台湾保健联盟协会理事长* 

两岸企业家峰会副秘书长* 

首席创业投资(股)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首席财务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 

坤基创业投资(股)公司总经理、董事* 

德胜科技(股)公司董事长* 

宝德科技(股)公司董事* 

永洋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顺通信息(股)公司董事* 

陇华电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宏芯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得利影视(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展拓管理顾问(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汉唐集成(股)公司董事* 

神基科技(股)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公司法人董事

代表人* 

3,672,500 

耀群有限公司 

代表人： 

沈辉庭 

男 

美国利哈伊大学

电子机械与信息

管理系毕业 

北京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EMBA硕士 

京华城(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财团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会董事* 

京捷建设(股)公司董事*
1
 

京华山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京华山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人代表)* 

北京京华山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人代表) *、总经理* 

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扬州京国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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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 
性 

别 
学  历 经历（含现职） 持有股数 

扬州卓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扬州京彩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苏州京格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鞍山京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常熟京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杭州京华科技影艺世界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公司法人董事

代表人* 

蓁辉(股)公司 

代表人： 

朱蕙兰 

女 
私立朝阳科技 

大学休闲所硕士 

台中市议员 

台中市政府市政顾问 

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处处长 

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局长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 

BES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U.S.A) 

董事* 

Global BES Engineering (Myanmar) Co. 

Ltd. 董事* 

BES Engineering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董事* 

中华工程(股)公司董事长(法人董事代表

人)*、总经理* 

19,431,156 

*：为候选人兼任之现职 

1：为本公司采权益法转投资公司 

 
 

第三案 （董事会 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竞业禁止限制案，提请 公决。 

说明： 

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条规定：「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为属于公司营业范
围内之行为，应对股东会说明其行为之重要内容，并取得其许可。
」 

二、 为使本公司董事及法人董事指派之代表人顺利执行业务，拟提请解
除本公司第二十二届董事竞业禁止之限制。  

三、拟提请解除董事及法人董事代表人竞业禁止限制之内容及范围将由
当选董事提供并于会议现场揭示为准，初步表列如下： 
职  称 姓      名 目前兼任情形（有关竞业部分） 

独立董事 朱云鹏 南亚塑料工业(股)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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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称 姓      名 目前兼任情形（有关竞业部分） 

亚洲水泥(股)公司独立董事 

利河博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长 

独立董事 潘文炎 
联成化学科技(股)公司独立董事 

中鼎工程(股)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 叶松年 

功诚建设(股)公司董事长 

龙联建设(股)公司董事长 

龙麟建设(股)公司董事长 

法人董事 威京开发投资(股)公司 京都建设开发(股)公司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 

威京开发投资(股)公司 

代表人：陈瑞隆 

台湾化学纤维(股)公司独立董事 

英业达(股)公司独立董事 

亚洲水泥(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高雄塑酯化学工业(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鼎越开发(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1 

中华工程(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联化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1 

威华(如东)贸易有限公司董事1 

威强国际贸易(上海)有限公司董事1 

江苏威名石化有限公司董事1 

常州威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1 

威京双子星(缅甸)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1 

威锋(缅甸)有限公司董事1 

盛丰建筑投资责任有限公司董事1 

泰纬生命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1 

法人董事 

代表人 

中工机械(股)公司 

代表人：白俊男 

第一租赁(股)公司董事长 

中华工程(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泰纬生命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1 

法人董事 京华租赁(股)公司 京都建设(股)公司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 

京华租赁(股)公司 

代表人：林坤铭 

陇华电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展拓管理顾问(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汉唐集成(股)公司董事 

神基科技(股)公司独立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 

耀群有限公司 

代表人：沈辉庭 

京捷建设(股)公司董事1 

扬州京华城中城生活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扬州京国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扬州卓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扬州京彩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苏州京格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鞍山京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常熟京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杭州京华科技影艺世界有限公司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 

蓁辉(股)公司 

代表人：朱蕙兰 

中华工程(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BES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U.S.A)董事 

Global BES Engineering (Myanmar) Co. Ltd.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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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称 姓      名 目前兼任情形（有关竞业部分） 

事 

BES Engineering Vietnam Company Limited董事 

1：为本公司采权益法转投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