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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时间：  2015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13:30 

地点：南京市中华路 50 号弘业大厦 18 楼会议室 

议程： 

一、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开幕 

二、宣布代表资格审查结果 

三、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 

四、股东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聘任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关于公开摘牌受让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3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五、股东发言与提问 

六、议案表决 

七、宣布表决结果 

八、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董事在会议记录及决议上签字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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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聘任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连续 18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做好省属企业财务决算审计工作的通知》（苏国资[2014]96

号） “同一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承担同一企业财务决算审计工作不得超过 5 年，超过

5 年应当予以更换”之要求，公司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招标结果，拟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对其 2015 年审计报酬，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2015 年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并参照有关标准确定。 

 

本议案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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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省国资委《关于加强省属

企业法制工作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的通知》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原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以及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的其他人员。 

修改后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法律顾问，以及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的其他人员。 

 

原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修改后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和经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聘任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新增  第一百三十六条： 

公司设法律顾问，负责对公司重要决策、重要经济合同和协议、规章制度等方

面的法律审核，是公司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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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条款编号依次顺延。 

                                          

 

本议案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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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永润”）、江苏弘业永恒进出

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永恒”）、江苏弘业永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弘业永欣”）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分别持有其 60%、60%、60%的股权，

其他为自然人股东。 

 

为支持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现拟为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

年内签订的，分别为 2000 万元，合计 6,000 万元人民币的，期限为 12 个月内（含

12 个月）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保证式担保，保证期为两年。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其

他股东以所持公司股权及个人信用提供反担保。 

2015 年 8 月 27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均

超过 70%，本担保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弘业永润 弘业永恒 弘业永欣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1800 万元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伍栋 陈长理 马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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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五金、

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木材、农

副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普通机械、矿产品的销售、代购

代销；渔具销售；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钓鱼俱乐部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玩具、工艺品、日用百货、

针织品、化工产品、化肥的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服装服饰、工艺美术品、针纺织

品、五金、化工产品、机电产品、

木材、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农

副产品、普通机械、矿产品的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15 年 7 月 31 日                  单位：万元人民币 

总资产 12,054.00 19,058.50 7,070.52 

负债总额 9,393.08 16,231.71 5,320.32 

所有者权益 2,660.92 2,826.79 1,750.20 

 2015 年 1-7 月                   单位：万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 8,459.78 47,126.20 16,289.10 

净利润 153.47 208.48 242.33 

 

三、董事会意见 

弘业永润、弘业永恒、弘业永欣为本公司重要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在经

营、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本公司为其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

基于其业务发展所需，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以所持公司股权及个人信用提

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四、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1、2013 年 11 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弘业国

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发生的，不超

过 6,000 万元人民币的，期限为 12 个月内（含 12 个月）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保证

式担保，保证期为两年。 

2015 年 6 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弘业国际

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签订的，不超过 6,000 万元人

民币的，期限为 12 个月内（含 12 个月）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保证式担保，保证期

为两年。技术工程公司管理层以所持公司股权和收益及个人信用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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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本公司为技术工程公司担保余额为 2988.36 万元。 

 

2、2015 年 2 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为本公司重要参股子公司江苏弘

业永盛进出口有限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发生的，期限为 12 个月

内（含 12 个月）的 1,5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期两年。弘业永盛

提供反担保。截至目前，该担保事项未发生授信占用。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本议案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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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公开摘牌受让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3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向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受让江苏省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纺织集团”）持有的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肥公司”) 30%股权，

受让价格不高于挂牌价 11,390.10 万元。 

因纺织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达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纺织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省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482号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钱一平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股权投资，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纺织、化工工程设计咨询，会展服务等。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实际

控制人为江苏省国资委。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纺织集团经审计（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4,281,037,693.63 元，负债总额 3,384,358,848.81元，净资产为 896,678,844.82

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616,344,499.43 元，实现净利润-33,787,868.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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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纺织集团所持有的化肥公司 30%的股权。 

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2年 11月 16 日 

公司住所：南京市中山东路 482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顾文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易，煤炭、金属

材料、包装材料、木材的销售，服装及面料、针纺织品、化肥、化工装备、纺织机

械和器材、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农药、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的销售，

化工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纺织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8 月 31 日 

总资产 42,247.19 30,411.67 

负债合计 26,056.34 12,721.60 

股东权益合计 16,190.85 17,690.07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92,726.30 48,215.21 

利润总额 1,382.21 775.41 

净利润 1,160.05 738.55 

 

注： 2014 年度数据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 1-8 月

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1、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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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

并出具的《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

字[2015]第 01-065号），以 2014 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化肥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 37,967.00 万元，其 30%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11,390.10 万元，挂牌价为

11,390.10 万元。 

本公司拟以不高于 11,390.10 万元的价格进行摘牌。 

 

2、评估增值率超过 50%的资产的增值原因 

序

号 

科目 

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

率% 
增值原因 

1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68,375,217.76 146,280,684.69 77,905,466.93 113.94 

主要是化肥公司持有的江苏灵谷

化工有限公司 13.39%股权，账面价

值为化肥公司初始投资额，近年灵

谷化工的经营状况较好，评估价值

按照灵谷化工 2014 年末的净资产

确认，有较大增值； 

2 
长期股

权投资 
22,947,500.00 118,623,703.63 95,676,203.63 416.94 

主要是化肥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

金仓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5.58%）投资的泰州姜堰化肥有限

责任公司 10%股权、江苏瑞和化肥

有限公司 15.30%股权、江苏晋煤恒

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3%股权,账

面价值为化肥公司初始投资额，近

年三家企业经营状况较好，评估价

值按照三家公司 2014 年末的净资

产确认，有较大增值； 

3 
投资性

房地产 
1,282,450.05 9,923,500.00 8,641,049.95 673.79 

化肥公司的办公楼购置年份较早，

多年折旧后账面净值较低，评估价

值为被评估投资性房地产在评估

基准日的市场状况下的价格水平，

二者相比，评估增值较大； 

4 
固定 

资产 
383,447.38 1,973,850.00 1,590,402.62 414.76 

化肥公司的房屋建筑物购置年份

较早，多年折旧后账面净值较低，

评估价值为被评估固定资产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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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科目 

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

率% 
增值原因 

估基准日的市场状况下的价格水

平，二者相比，评估增值较大；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拟以现金向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受让纺织集团持有的化肥公司

30%股权，受让价格不超过挂牌价 11,390.10万元。 

若成功摘牌并签署转让协议，公司将予以后续披露。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化肥、农药和化工原料为主的贸易企业，

同时兼营煤炭、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国内贸易业务。经过多年努力，化肥公司已成为

业内领先的化肥贸易商，与国内众多液氨、尿素、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厂家以及其

他化工原料生产企业建立了深厚合作关系，同时相继对多家化肥生产骨干企业进行

投资参股，年销售各种化肥 30 余万吨，在相关市场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本次摘牌受让化肥公司 30%股权，一是符合公司做大做强贸易主业，促进公司

业务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二是看中化肥公司在化肥、化工贸易这一领域的成功经

验和优势，可为公司已有的化肥、化工等业务带来较多相关资源，带动其协同发展，

同时化肥公司多年来参股了多家业内骨干企业，这些企业经营状况较好且有资本运

作的需求，持有其股权也能为公司带来较好的投资收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5 年 9 月 29 日，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八届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开摘牌受让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3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与会非关联董事、

监事一致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李远扬先生、张阳先生、王跃堂先生及第八届董事审计委员会对

该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和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通过江苏省产交所公开摘牌受让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30%股权，以

评估值为作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未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2、在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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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故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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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项还需经过相关部门批准，且本次交易是通过向交易所公开摘牌的方式受

让，存在不确定性，如本公司最终未能成功摘牌，则与本议案相关的董事会决议、

监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自行失效。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过 1次关联交易。 

2015 年 5月，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将所持南京市金陵

文化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 20%的股权协议转让给关联方江苏弘业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现已更名为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转让以金陵小贷公司在 2014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评估基准日其 20%的股权价值为 

6,251.99 万元。 

该事项已经本公司 2015年 5 月 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履行了相关披露义务。 

 

八、溢价 100%购买资产的特殊情况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拟

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4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化肥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37,967.00 万元，30%股权的评估值为 11,390.10 万元，增值率为

102.80%。具体溢价原因见本公告“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三）关联交易价

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化肥公司盈利构成主要为主营业务利润和投资收益。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复杂多变，化肥公司主营的化肥、化工、煤炭等产品市场价格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而呈现较大的波动性，同时化肥公司的投资收益主要取决于其参股的几家企业是否

分红，不确定性亦较大，因此难以准确预测未来的盈利情况，故本次交易未提供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拟购买资产当年及下一年的盈利预测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