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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网络投票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 年 1 月 6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235 号东方大厦 21 层视频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7 年 1 月 6 日 

                  至 2017 年 1 月 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关焯华先生 

三、现场会议会议议程： 

1、介绍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并宣布会议开始； 

2、宣读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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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读表决办法； 

4、宣读监票小组名单； 

5、审议会议议案； 

6、股东投票表决； 

7、宣读表决结果； 

8、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9、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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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6年 12 月 21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各位股东： 

我代表董事会对《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进行说明，请予以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参股公司东方集团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络信息公

司”）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 9.8%股权，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方投控”）持有其 90.2%股权。东方投控拟将其持有的网络信息公

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合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讯投资”），根据中勤万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东方集团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勤信审字【2016】第 11805 号），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本公司作为网络信息公司参股股东，根据《公司法》和网络信息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对上述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鉴于网络信息公司业务仍处于拓

展期，目前尚未实现盈利，本公司决定放弃行使上述优先购买权，涉及金额 80,000

万元。 

东方投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董事长张宏伟先生为东方投控的实际控制

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东方投控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本公司放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的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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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东方投控之间的关联交易累计金

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相关交

易均履行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 

二、关联方介绍 

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5 号第五

广场 B 座 14 层 1401-02 单元，法定代表人张宏伟，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经营范

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珠宝首饰、煤炭

（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

食用农产品、橡胶制品、矿产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物业管理；计算机系统集

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信息咨询（不含中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

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化工产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东方投控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董事长张宏伟先生，张宏伟先生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名泽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东方投控 94%股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东方投控经审计资产总额 2,765,322.69 万元，负债总

额 1,442,765.21 万元，资产净额 1,322,557.48 万元，营业总收入 629,250.23 万元，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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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36,491.38 万元。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合讯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5 号 14 层 1401-09，

法定代表人向僖，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

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本公司董事长张宏伟先生之全资子公司名泽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合讯投资

99%股权，合讯投资与东方投控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 

四、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云中，注册资本 50000 万

元，实收资本 50000 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 9号 2号楼二层 241

室，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外包；计算机系

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设计、代理、发布广告；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系统集成；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开发、销售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持有网络信息公司 9.8%股权，东方投控持有其 90.2%股权。 

（二）审计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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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6日出具的《东方集团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勤信审字【2016】

第 11805号），网络信息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6年 9月 30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81,642,348.16  78,985,794.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61,732,307.60  75,448,910.15  

项  目 2016年度 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773,965.41 2,141,976.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3,716,602.55  -13,509,208.0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东方集团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 

（三）交易价格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符合市场化原则，本公司放弃优先

购买权，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鉴于本次股权转让双方东方投控与合讯

投资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对网络信息公司以及本公司无

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东方投控拟将其持有的网络信息公司 90.2%的股权转让给合讯投资，本公司作

为网络信息公司参股股东放弃对上述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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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网络信息公司仍处于项目拓展期，目前尚未实现盈利，本公司决定放弃股

权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

对网络信息公司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不发生变化，网络信息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化，本公司仍是网络信息公司参股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和财

务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依法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

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审阅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材料，鉴于公司参股公司

东方集团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业务尚处于拓展期，目前尚未实现盈利，公司

决定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放弃参

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东方集团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络信息公司”）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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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关联方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控”）共同投资设立的公

司，本次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涉及金额的定价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网络信息公司目前业务尚处于拓展期，未实现盈利，公司决定放弃网络信息

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网络

信息公司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不发生变化，网络信息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东方投控为优化资产配置进行股权结构调整，未损害公司利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

权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宏

伟先生依法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经审阅董事会会议资料，我们认为公司决定放弃与关

联方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业务

发展规划和公司利益，相关交易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

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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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预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额度的议案》 

（2016年 12 月 21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各位股东： 

我代表董事会对《关于预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进行

说明，请予以审议。 

一、委托理财概述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日常

经营资金使用、资金安全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下

同）预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亿元（日动态余额，在额度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上述董事会决议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

止，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及财务部门在额度范围内负责办理购买理财产品的具

体事宜。公司拟购买理财产品的发行方与我公司无关联关系。 

2016年 11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截止目前，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金额为 28.78亿元。 

二、委托理财情况说明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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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资金使用效率，公司预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日动态余额，在

额度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的金融机构理财产

品。购买理财产品不得影响公司经营资金的正常使用。 

（二）产品说明 

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的产品品种为低风险、短期的金融机构（银

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公司

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通过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的形式披露理财产品投

资情况。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选择低风险、短期合格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不排除因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影响而产生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投资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金融机构理

财产品，并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收益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三、董事会意见 

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不影响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公司

预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在额度范围内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日常资金使用

产生影响。公司使用的该等自有资金是短期的、暂时性的闲置资金，通过进行适度

的低风险短期理财，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不

会对公司资金使用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购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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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品将及时进行跟踪并评估风险，确保资金安全。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预计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事项。” 

五、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金额为 28.78 亿元，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金额为 0元。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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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增加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2016年 12 月 21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各位股东： 

我代表董事会对《关于增加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进行说明，请

予以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2016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以及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6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预计 2016 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

品有限公司（含子公司）、东方集团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

公司（含子公司）以及上述公司各级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0%（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3.85 亿元）。为保证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经营发展融资需求，公司拟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从合计不超过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0%

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 240 亿元（包含尚未到期的担保），上述担保包括公司对各级控

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各级

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对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

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单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2016年 12月 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9票赞成、0 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该事项尚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授权公司董事会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

律文书，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对子公司

担保事项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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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预计存在被担保情况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情况如下： 

（1）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含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100000万元，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 240号，法定代表

人池清林。经营范围：粮食收购。销售：粮食、农产品、化肥、建材；水稻种植；

农作物种子育种及技术开发（不含转基因农作物种子）；商务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

出口。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使用：粮食加工。我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东方粮

仓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5年末，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经审计，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资产总额 435,583.41 万元，负债总额 323,469.03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32,760.00万元，流动负债 319,766.70万元，净资产 112,114.38万元，2015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623,739.26万元，净利润 530.48 万元。 

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364,787.54 万元，负债总额 249,332.51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92,100.00 万元，流

动负债 248,068.17 万元，净资产 115,455.03 万元，2016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53,448.21万元，净利润-1,349.36万元。 

（2）东方集团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5,000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

粮食进出口贸易流通；大型农机具、机械进出口；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及交流；农业

对外投资及合作；农业资产管理；农产品国际电子商务；股权类投资；项目投资；

境外企业并购等。该公司为 2016年新设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含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736000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区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10号 2栋 570

室，法定代表人高广彬。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会议服务；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打印服务；复印服务；传真服务；体

育项目组织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移；仓储服务（需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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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除外）；经济信息咨询（不含心理咨询）；酒店管理；租赁建筑工程机械、建筑

工程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日用品；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截止目前本公司持有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经审计，审计机构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总资产 506,203.37万元，负债总额 107，512.25万元，银行贷

款总额 97,465.2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047.03 万元，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67,869.01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52,736.41万元。 

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未经审计合并资产总额

2,204,772.59 万元，负债总额 1,622,590.29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1,081,135.2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35,664.6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553,046.40万元，2016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609.78万元，实现净利润-11,913.82万元。 

三、担保协议内容 

担保种类及金额：担保种类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

等，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40亿元。 

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资产抵押担保、信用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等具体内容将由担保公司与被担保公司、金融机构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此次增加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目的为保证下属子公司

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各板块业务持续、稳定发展。被担保公司全部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将通过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的形式对实

际发生的担保情况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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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增加担保额度的目的是为满足各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

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截至目前，公司不

存在违规对外担保和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公司应严格控制担保风险。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增加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 897,302.4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86.41%，占截至 2016 年 9月 30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6.43%。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

808,802.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77.88%，

占截至 2016年 9月 30 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1.85%；对东方投控

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85,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 8.19%，占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 4.40%；公司下属子公司大连闽丰贸易有限公司为福州平安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金额 3,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34%，占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18%。东方

投控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249,000 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