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2015 年 11 月 19 日）

根据《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章程》相关规定以及《广

州市社会团体选举指引》执行本办法。

一、选举前的准备工作：

1、成立选举筹备小组和选举监督小组。

2、确定召开选举大会时间。

3、本次大会等额选举产生理事 11 名，监事 3 名，间接选

举方式产生理事长 1 名，副理事长 2 名，监事长 1 名，秘书长

1 名。

4、理事、监事候选人，经推荐、自荐和第二届理事提名，

换届筹备小组讨论，充分体现民主原则，符合本会《章程》规

定，提交大会进行选举。

5、出席大会人数须超过应到会会员 2/3 方可进行选举。

6、召开筹备成立大会前 20 天，将以下文件录入数据库，

等报送登记管理机，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监督。

（1）《广州市社会组织换届情况表》。

（2）拟任理事以上职务候选人和监事候选人名册。

（3）讨论选举事项的理事会、筹备组会议纪要。

（4）大会议程。

（5）选举办法（草案）。

（6）理事到会签到表（必须为本人签名）。



（7）监事到会签到表（必须为本人签名）。

以上材料系扫描件的，需加盖本会印章。

二、 召开会员大会

（一）会议议程如下：

1、主持人介绍大会议程

2、理事会 2015 年工作报告

3、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4、监事会 2015 年工作报告

5、第二届监事会工作报告及离任财务报告

6、本团体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7、无记名投票通过章程修订，公布章程修订投票结果

8、通过选举办法，计票人、监票人和唱票人

9、第三届理事、监事候选人简介

10、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第三届理事和监事

11、表彰优秀会员和优秀员工

12、公布第三届理事、监事投票结果

13、间接选举，召开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通

过第三届理事长、监事长和秘书长

14、公布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监事长和秘书长

15、解读及投票审议《理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会员大会议事规则》

（二）选举程序：



1、本次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实行等额选举。

对选票中的候选人表示赞成的，在其姓名上方空格内画“O”；

弃权的在其姓名上方不书写任何符号；反对的在其姓名上方空

格内画“X”；画“X”后方能另选他人。如另选他人，应在“另

选人”栏填写另选人姓名，并在其姓名上方空格内画“O”。

2、大会选举设监票员 1 名，计票员 1 名，唱票人 1 名，

经大会通过。监票员负责核对参加选举人数、发出选票、计算

选票等有关选举事宜，并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候选人不得

担任监票员。

3、投票前，监票员负责检查票箱及核对所发选票；投票

后，当众开箱清点选票。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

选举有效；如多于发出选票，选举无效，重新进行选举。

4、每张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的，选票

有效；多于应选名额者，选票作废。选票上没有本会印鉴的无

效。

5、理事、监事候选人获得到会会员过半数的赞成票即为

当选。获得半数以上赞成票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赞成票

多者当选，得赞成票数相等无法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场对得票

相等者进行再次投票，以得赞成票多者当选；获得半数以上赞

成票人数不足应选名额时，按选举程序当场补选。

6、理事不能同时当选监事，否则选票无效。

7、分发和收回选票数由监票人向大会主持人报告，大会

主持人当场宣布；计票结果由监票员向大会报告；选举结果由

大会主持人宣布。

本选举办法经大会通过后实施。



三、会后工作

（一）选举大会的签到表、选票、选举办法、选举结果、

决议及会议纪要等资料应当建立档案，向全体会员公开并接受

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

（二）选举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登陆“广州社会组织信

息网”将以下文件录入数据库。

1、选举大会会议纪要；

2、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名册；

3、会员签到表；

4、《广州市社会组织负责人变动表》；

5、《变动后社会组织负责人基本情况表》；

6、《变动后社会团体监事基本情况表》；

7、《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8、无记名投票通过章程或修订章程纪要；

9、无记名投票通过会费标准纪要；

10、信息完整内容真实的会员名册；

11、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离任审计报告；

12、其它有关材料。

以上材料系扫描件的，需加盖本会（本会筹备组）印章。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2015 年 11 月 19 日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

监票员、计票员、唱票人名单

经协商，推选 为监票员。建议 为计票员，

_______为唱票人，提请大会通过。

年 月 日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

出席人数报告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应到会员

58 人，实际出席大会的会员 人，超过 2/3，符合法定人

数可以开会。

特此报告。

监票员：(签名)

年 月 日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选票

（候选人按姓氏笔划排序） （印章）

符 号

理事候选人

符 号

另选人

说明：1.对候选人表示赞成的在其姓名上方空格内划“O”，弃权的在其姓名上方不书写任何符

号；反对的在其姓名上方空格内划“×”。

2.另选他人的除在另选人姓名栏写上其姓名外，还需在其姓名上方的空格内划“O”。

3.无符号的选票作弃权处理。

4.每票只能选 X人，超过 X 人选票无效。

5.选票涂改作废；选票上没有本会印章的无效。

年 月 日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选票

（候选人按姓氏笔划排序） （印章）

符 号

监事候选人

符 号

另选人

说明：1.对候选人表示赞成的在其姓名上方空格内划“O”，弃权的在其姓名上方不书写任何符

号；反对的在其姓名上方空格内划“×”。

2.另选他人的除在另选人姓名栏写上其姓名外，还需在其姓名上方的空格内划“O”。

3.无符号的选票作弃权处理。

4.每票只能选 X人，超过 X 人选票无效。

5.选票涂改作废；选票上没有本会印章的无效。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
发出选票数报告

出席本次大会的会员共 人，本次大会制作选票 张，

发出选票 张，剩余选票 张。

特此报告。

监票员：（签名）

年 月 日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
收回选票数报告

本次大会共发出选票 张，收回选票 张，收回

选票 于发出的选票。

特此报告。

监票员：（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收回选票多于发出选票，选举无效，重新选举。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

计票结果报告

本人 （监票员姓名）受大会委托，现将计票结果报

告如下：

本次大会应到会员 人，参加选举会员 人，发

出选票 张，收回选票 张；其中：有效票 张，弃

权票 张，废票 张；计票结果如下：

候选人姓

名得

票

数

赞 成

票反 对

票弃 权

票候选人姓

名得

票

数

赞 成

票反 对

票弃 权

票另选人姓

名
得票数

计票员：（签名） 监票员：（签名）

年 月 日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

选举结果

根据计票结果，现将本次选举结果公布如下：

一、 理事（ 人）

二、监事（ 人）

计票员：（签名） 监票员：（签名）

年 月 日



会员大会选举情况报告

现将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第四次会员大会选举情

况报告如下：

监票员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盖章）

会员情况

法定会员
个人

会员代表
个人

单位 单位

会员到会情况

应到会员
个人

实到会员
个人

单位 单位

投票情况

制作选票 发出选票 收回选票

有效票 弃权票 废 票

需说明情况：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