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2 年度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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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8

一、通過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
二、通過核定 101 年度經理人獎金之數額案。
三、通過核定 101 年度部分董事、監察人車馬費加發數額案。
四、通過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薪酬委員之出席費案。
五、通過加發 101 年度薪酬委員之報酬案。
六、黃董事俊榮臨時動議之請公司依據 IFRS 規定，辦理嘉新大樓，資產重估
之提案；主席說明因嘉新大樓資產活化案，已委請專家進行評估規劃；經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後一致同意，本案列入紀錄。

102/3/28

一、通過造具本公司 101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二、通過調整本公司組織系統案，並提報 102 年股東常會。
三、通過本公司子公司 Chia Hsin Pacific Limited 之再轉投資事業台泥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以該公司自籌資金，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收購大陸事業台泥
（遼寧）水泥有限公司 16.11%股權，交易金額計人民幣 144,500,000 元，
本公司依間持股比例將增加對大陸投資金額約人民幣 1,476 萬元案。
四、通過本公司子公司 Chia Hsin Pacific Limited 之再轉投資事業台泥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以該公司自籌資金，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增資大陸事業保山
昆鋼嘉華水泥建材有限公司人民幣 2,889.9 萬元，本公司依間持股比例將
增加對大陸投資金額約人民幣 296 萬元案。
五、通過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並提請 102 年股東
常會同意。
六、通過不分派本公司 101 年度董事、監察人酬勞暨員工紅利案。
七、通過本公司 10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並提請 102 年股東常會承
認。
八、通過本公司 101 年度虧損撥補案，並提請 102 年股東常會承認，並在下次
董事會提出股利政策。
九、通過召開 102 年度股東常會事宜案。
十、黃董事俊榮建議公司大股東於本年度董監改選時，考量提名林克漢先生為
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提案，決議將請黃董事依據公司規定格式檢附林克
漢先生之相關證明文件，公司會將林克漢先生與公司所提其他三位共四
位，列入本公司獨立董事被提名人人選，並於 4 月 19 日董事會討論後，
正式定案提出三位獨立董事候選人。

第 362 次

102/4/19

一、通過與子公司嘉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協議書案。
二、通過續委任簽證會計師及其報酬乙事案。
三、通過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簡稱 IFRSs)對本公司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
及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額案。
四、通過制訂未來股利政策案。
五、黃董事俊榮建議公司今年度以每股退回現金 0.8 元方式辦理現金減資之提
案；主席說明因減資將構成銀行貸款合約之違約，對公司資金運用及風險
難以評估，且未來資產開發尚需龐大資金，故建議不通過；經主席詢全體
出席董事，僅黃董事一人同意，故本案不通過。
六、經審查結果，列入本公司董事會提出之董事候選人名單有張安平先生、張
剛綸先生、辜成允先生、陳啟德先生、王立心先生(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及 Mr. Howard Wei-Hao Pan(潘唯浩先生) (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獨立董事有陳冠名先生、陳家聲先生、賈子南先生。

第 363 次

102/5/7

一、通過訂定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案。
二、通過訂定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三、通過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第 360 次

第 36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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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審查結果，黃俊榮股東提名之董事候選人黃淳毅先生及獨立董事候選人
林克漢先生，將併同本公司董事會提出之名單，為本公司本年度股東常會
董事選舉案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並提報予本年度股東常會進
行選舉。
五、在考量尊重股東提案權利之原則下，通過審查股東黃俊南、黃俊榮向本公
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並列入議程之討論事項。
六、在考量尊重股東提案權利之原則下，通過審查股東黃淳毅、王文絹、盧桂
梅及黃筱茵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並列入議程之討論事項。
七、在考量尊重股東提案權利之原則下，通過審查並酌修股東黃俊華、陳俊偉
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並列入議程之討論事項。
八、通過增列本公司 102 年股東常會召集事由案。
九、黃董事俊榮建議加速進行活化高雄地區土地提案，決議將責成經營團隊，
依實際情況繼續進行，待正式成案再提董事會。

第 364 次

第 365 次

第 366 次

第 367 次

102/6/19

選舉事項：依照本公司章程第十五條「董事會依法由董事互選常務董事三人，
並由常務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一人為副董事長。」之規定：
一、由 102/6/19 當選之新任董事互選常務董事三人。
選舉結果：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選任董事張安平先生、張剛綸先生及
賈子南先生等三人為本公司常務董事。
二、當選為常務董事者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一人為副董事長。
選舉結果：當選之常務董事一致同意選任常務董事張剛綸先生為董事
長，常務董事張安平先生為副董事長，
討論事項：通過委任魏啟林先生、陳家聲先生及賈子南先生等三位擔任本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案

102/7/5

一、通過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
二、通過聘任張剛綸董事長兼任本公司總經理案。
三、通過聘任王立心董事兼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案。
四、通過聘任財務主管、會計主管、內部稽核主管、協理及總工程師等重要人
事案。
五、通過解除本公司經理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六、通過委派張剛綸先生、張安平先生、陳啟德先生三人擔任嘉新資產管理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及王立心女士任其監察人案。
七、通過聘任本公司董事張剛綸先生、王立心女士、Mr. Howard Pan 及獨立董
事賈子南先生擔任監理委員案。
八、通過子公司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洽請本公司擔任其本票背書人
案。

102/8/14

一、通過修訂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案。
二、通過訂定(本屆)新任董事報酬及出席費案。
三、通過核定總經理、副總經理等經理人之報酬案。
四、通過楊富全顧問請求依派任大陸期間年資計算加給任職協理之退休金案。
五、通過規劃 103 年辦理財務總處王月夕協理優退案。
六、通過參與子公司嘉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增資案。
七、通過修正本公司各部門之職掌案。
八、通過訂定職務授權管理辦法案。

102/9/5

一、通過本公司子公司 Chia Hsin Pacific Limited 之再轉投資事業台泥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以該公司自籌資金，透過其附屬公司，增資大陸事業貴州凱里
瑞安建材有限公司人民幣 25,000 萬元，本公司依間持股比例將增加對大
陸投資金額約人民幣 2,560 萬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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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過由上海子公司嘉新企業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及上海嘉新港輝有
限公司以其自有資金，向江蘇聯合水泥有限公司之中方股東，收購其持有
之聯合水泥 20％股權案。
三、通過修正本公司今（102）年下半年之預算案。
四、通過審計委員會臨時動議出售泰國轉投資 Rajthanee Land development Co.
Ltd.(以下簡稱 RLD)及 Rajthanee Associate Co. Ltd.(以下簡稱 RACL)之全部
股份案；經全體出席董事討論後決議，出售本公司持有之 RLD 及 RACL
所有股份之價格範圍，調整為 204,082,013 泰銖加減 1%，並授權董事長或
其指定之人全權處理本件出售股權案之相關事宜，及簽署一切必要相關文
件。

第 368 次

第 369 次

第 370 次

102/10/9

一、通過與華南商業銀行建立短期授信額度案。
二、通過與第一商業銀行恢復未動用之中期借款額度案。
三、通過終止與子公司嘉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台北港第一散雜貨中心東 13、
14、15、16 號碼頭及東 16 號碼頭後線基地合作經營合約書案。
四、通過與子公司嘉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礦（砂）石堆儲及裝卸業務合作
契約書案。

102/11/12

一、通過續為嘉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林口發電廠
進口煤炭卸貨、倉儲及裝卡車工作契約擔任連帶保證廠商承認案。
二、通過調整以轉投資公司新加坡聯合私人有限公司 Yonica Pte. Ltd.，收購江
蘇聯合水泥有限公司 20%股權案。
三、通過財務部臨時動議於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開立存款帳戶案。

102/12/26

一、通過造具 103 年度稽核計劃案。
二、通過 103 年度續與金融機構維持融資往來之借款額度案。
三、通過編制 103 年度預算案。
四、通過與子公司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基隆儲運中心委託管理合約及台
中港水泥倉儲服務合約案。
五、通過調整組織系統案。
六、通過修訂「職務授權管理辦法」之核決權限表之部分內容案。
七、通過訂定「子公司監督與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八、通過修訂「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九、通過修正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案。
十、通過子公司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洽請本公司續擔任其本票背書
人案。
十一、通過指定本公司與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合約之代表人
案。
十二、通過就 TC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現金公開收購台泥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股份要約案，聘請財務顧問及會計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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