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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下午2点30分  

会议地点： 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公司14层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杨树军先生  

见证律师所： 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向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及其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 

 三、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的议案》 

     2、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的议案》 

     3、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股东提问和发言  

五、主持人宣布议案现场表决办法，推选现场计票、监票人 

    六、总监票人、见证律师验票 

七、现场股东投票表决  

八、休会，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票，将现场表决结果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进行

汇总  

九、复会，总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十、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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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 

本议案已经 2015年 12月 11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的原因 

公司原布点规划的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兰州果蔬保鲜库（以下简称：兰州

果蔬保鲜库），建设地点位于兰州市城关区九州经济开发小区 69 号地内，占地面

积为 19,645.40 平方米(约 29.50 亩)。由于兰州市城市规划的调整，兰州果蔬保

鲜库建设地点已调整，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公司 201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地点详情见本公司于 2015 年 8月 2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临 2015-062

号公告）。 

在调整前由于该建设场地东侧边坡为发育不稳定斜坡，存在地质灾害隐患，

按兰州市规划局要求，项目建设必须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及勘察设计、环境评估等

前期工程，该项目目前已投入募集资金 273.20万元。 

根据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审议情况，终止该项目点的果蔬保鲜库建设，

并以自有资金 273.20 万元置换已投入该项目中的募集资金 273.20 万元，置换后

此宗工业用地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另行规划和使用。 

二、专项说明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以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情况进行了

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5】第 62050013号《关于甘肃亚盛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

资金的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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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公司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和持续完善的资金投入，推动公司主营业务

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切实保障股东利益。同时，为了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将募集资金投资到更有利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项目，进一步发

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273.20 万元置换已投入的募集资

金。内容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

要求。 

四、监事会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兰州果蔬保鲜库变更地点已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以自有资金置

换已投入募集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相关规定。  

五、保荐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事项有利于

确保公司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及顺利完成。同时，该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要求。本保荐机构对公司

本次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无异议，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请各位股东审议。           

 

 

         二Ο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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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的议案 

各位股东： 

本议案已经2015年12月11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为了更好的发挥各地的特色产业优势，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亚盛集团将现

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和地点进行了调整和重新布局，其中在景泰

县由亚盛集团条山分公司拟投资 2100 万元建设 1万吨恒温库，用于特色果品的收

购与存储，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由于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公司拟决定变更部分募投资金的使

用方式，以购买方式实施募投项目。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的原因 

由于目前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景泰县周边冷库建设发展较快，库容增加

较大，如果公司通过自建方式实施，建设周期长，当期无法投入使用，不利于公

司在当地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同时，本年度公司条山分公司果品丰收，但目前

果品价格偏低，若通过恒温库冷藏实现果品错季销售，将有助于提高果品销售价

格，拓展利润空间。 

此外，公司以购买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条山

集团）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1 万吨恒温库及部分实物资产方式实施募投项目，有

助于避免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后的用途 

为了满足条山分公司果品存储的当期需要，公司决定将新建恒温库变更为以

购买方式实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后，公司以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

目的募集资金 2100万元收购条山集团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1万吨恒温库及部分实

物资产，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具体交易价格以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 205号的评估结果为准。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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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形成关联交易。届时，公司将根据《公司章

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履行相关程序。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事项的决策是董事会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

出的,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具有较好模式基础,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减少

关联交易，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实现现有资源的有效配置,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且公司本

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决策的内容和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关监管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

方式，将募集资金中的 2100万元用于购买条山集团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1万吨

恒温库,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董事会作出的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事项的决策有利

于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现有资源的有效配

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使用方式，将募集资金中的 2100 万元用于购买条山集团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的 1万吨恒温库，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有助于公司抢

占市场先机，增强盈利能力，避免与控股股东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

易。同时，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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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等相关法规要求。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方式无

异议，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请各位股东审议。           

 

 

         二Ο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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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本议案已经2015年12月11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1、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亚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申请短

期融资 5000万元，期限半年，提请本公司为其提供信用担保。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甘肃亚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 100%，法定代表人：

高俊平。注册资本：5,000 万元。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

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4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农副产品的种植，

收购，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啤酒原料的购销，自营或代理啤酒原料的

进出口业务，农业新技术开发，化肥的经营。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31,507.17万元，负债总额 26,556.71

万元，资产负债率 84.28%，净资产 4,523.02 万元；营业收入 17,806.16万元，净

利润-17.40万元。 

3、董事会意见  

甘肃亚盛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自营及代理进出口贸易及农副产品种

植、收购的购销企业，该公司为进一步扩大农副产品经营规模、改善经营状况，

调整债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提升盈利水平。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在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申请短期融资 5,000万元提供信用担保，期限半年。 

现请各位股东审议。           

 

         二Ο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http://www.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