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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2010－025 号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刘

长琨、钱世政、连维增、王志乐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长沙中联

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

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长沙中联

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资格。 

二、符合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长沙中联重

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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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长沙中联重工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长沙中联重工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或其

附属企业、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或者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

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

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

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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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

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

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

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

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在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

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

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盖章）：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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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刘长琨，作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长沙中联重工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

司 1%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

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

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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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

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

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

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

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

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

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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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

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包括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

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长沙中联重工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刘长琨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

明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刘长琨 

日 期：二○一○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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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钱世政，作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长沙中联重工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

司 1%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

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

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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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

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

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

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

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

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

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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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

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包括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

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长沙中联重工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钱世政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

明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钱世政 

日 期：二○一○年七月六日 
 
 



 10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连维增，作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长沙中联重工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

司 1%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

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

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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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

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

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

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

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

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

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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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

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包括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

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长沙中联重工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连维增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

明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连维增 

日 期：二○一○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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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志乐，作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长沙中联重工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

司 1%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

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

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

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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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

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

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

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

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

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

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

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

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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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

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包括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

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长沙中联重工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王志乐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

明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志乐 

日 期：二○一○年七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