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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 4月 14日下午 15:00时 

网络投票时间：自 2017年 4月 14日至 2017年 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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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会议地点：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E栋 11层 1号会议室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报告出席会议股东人数及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审议以下议案： 

1、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逐项审议）； 

2、2017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公司借款的议案； 

3、2017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4、2017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5、2017年度短期投资理财的议案； 

6、2017年度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7、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关联交易的议案（逐项审议）。 

8、关于与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供应链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提问; 

四、按照《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投票表决; 

五、会议秘书组统计投票表决（现场+网络）结果; 

六、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和股东大会决议; 



七、见证律师宣读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八、会议结束。 



议案一：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逐项审议）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年 3 月 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2017年度公司拟发生以下日常关联交易： 

1、2017年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2017年与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3、2017年与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2017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子议

案 
关联人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 合计 

子 议

案一 

厦门象屿集

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公

司 

接受或提

供服务 

承租办公场地

（注 1） 
1,700 

11,300 

出租办公场地

（注 2） 
1,600 

接受劳务 

（注 3） 
2,000 

提供劳务 

（注 4） 
6,000 

采购或销

售商品 

采购商品 

（注 5） 
5,000 

214,500 

销售商品 

（注 6） 
206,500 

子议

案二 

福建南平太

阳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或销

售商品 

采购商品 

（注 7） 
3,000 

子议

案三 

厦门集装箱

码头集团有

限公司 

接受或提

供服务 

接受劳务 

（注 8） 
800 800 

合计 226,600 

 

注： 

1、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



公司承租部分办公场所、经营场地等（含物业服务、车位租赁）；  

2、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控股子

公司提供部分办公场所、经营场地等（含物业服务、车位租赁）； 

3、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劳务服务，主要是厦门象屿云创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信息服务；  

4、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

供劳务服务，主要是为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仓储、

装卸、配送、运输、烘干等物流服务。 

5、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采

购商品，主要是向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蒸汽、电等

商品。 

6、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销

售商品，主要是（1）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黑龙江金象生化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设备、原材料等商品；（2）向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象屿兴泓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原材料等商品（3）向厦门

象屿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门象屿自贸区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7、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电

缆等商品。 

8、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物流服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 

1、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孝，注册资本：45225 万元，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于 1994 年 7 月 11 日正式注册。主营业务：电线、电缆制造；五金、交电、

化工，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咨

询服务，技术服务；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各种电线、电缆、铜杆材及其它产品；进

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普通货运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016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福建南平太阳电

缆股份有限公司 
324,023 135,650 89,837 4616 

本公司陈方、林俊杰董事担任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朝辉，注册资本：24.366 亿元，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正式注册。主营业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

内提供货物装卸、中转、仓储、物流服务；集装箱装卸、堆放、拆拼箱、修洗箱；

船舶港口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租赁服务。 

2016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厦门集装箱码头

集团有限公司 
943,011 790,480 113,184 29,715 

本公司林俊杰董事担任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16 年度公司与关联人开展的前述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支付等履约能

力正常，未发生违约情形。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公允价格，并与非关联方交易价格一致。 

（二）交易的定价遵循以下政策： 

1、实行政府定价的，适用政府定价；  

2、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

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参考关联方与独

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

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并根据市场公允价

格开展交易。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

则，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上各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采购和销售额的比例均较低，

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独立性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逐项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4日 



议案二： 2017 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公司借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年 3月 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公司借款的议案》，公司 2017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议案

的内容如下： 

为满足公司业务开展对资金的需要，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在 2017年度

向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屿集团”) 及其关联公司

借款，最高余额折合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借款，单

笔借款的借款金额根据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确定，每笔借款利率不高于象屿集团及

其关联公司同期融资利率。 

由于象屿集团是我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4日 



议案三：2017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2017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经营需要拟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总计人民币 781.10 亿元，主要包括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

款、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开立国际信用证、开立国内信用证、外汇及商品

等衍生交易和贸易融资等。银行选择、申请额度及期限等具体事宜由公司及各子

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以及与银行协商结果确定，在总额度范围内可根据各子公

司经营情况调剂使用。 

为确保融资需求，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会根据实

际情况，在不超过 781.10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内办理融资事宜，并由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授权期限自本年度（2017 年）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下一

年度（2018年）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止。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4日 

 



议案四：2017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

张，为满足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17 年度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继续

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全年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717 亿元（包括

但不限于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担保、外汇及商品

等衍生交易、履约担保、以自有资产抵押为控股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提供担保以

及为控股子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等），本担保事项有效期自本年度（2017 年）

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2018 年）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止。 

一、拟对各子公司担保计划如下：                                                                               

                               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担保额度 

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0 

福建兴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0 

上海闽兴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5 

香港拓威贸易有限公司 70 

象屿迪拜公司（暂定名） 5 

象屿新加坡公司（暂定名） 10 

天津象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2 

广州象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3 

象屿（张家港）有限公司 11 

青岛象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 

唐山象屿正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5 

天津象屿立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0 

象屿（厦门）石油有限公司 2 

厦门象屿化工有限公司 11 

厦门象屿兴宝发贸易有限公司 6 

厦门象屿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3 

上海象屿物资有限公司 15 

厦门环资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江苏大丰新安德矿业有限公司 3.5 



厦门象屿盛洲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3.5 

厦门象屿同道供应链有限公司 5 

厦门象屿物产有限公司 3 

江苏象屿国贸有限公司 2 

南通象屿海洋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10 

徐州象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 

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 120 

大连象屿农产有限公司 5 

黑龙江象屿金谷农产有限公司 2.5 

富锦象屿金谷农产有限责任公司 5.5 

北安象屿金谷农产有限责任公司 5 

绥化象屿金谷农产有限责任公司 5 

厦门象屿速传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5 

福州速传保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 

新丝路发展有限公司 20 

成大物产（厦门）有限公司 63 

象屿重庆有限责任公司 1 

福建省平行进口汽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30 

厦门象屿铝晟有限公司 25 

乐高集团有限公司 10.5 

银帆林业有限公司 1.5 

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限公司 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截止2016年9月30日，被担保人经营情况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557,963 1,413,265 1,406,714 144,698 1,687,777 6,985 

福建兴大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290,691 284,918 284,619 5,773 1,072,132 3,320 

上海闽兴大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140,825 120,012 119,965 20,813 455,040 1,191 

香港拓威贸易有限公司 157,644 125,867 125,867 31,777 484,834 4,711 

天津象屿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148,438 133,250 133,250 15,188 410,342 2,690 

广州象屿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37,371 26,137 26,137 11,234 221,302 756 

象屿（张家港）有限公

司 
78,662 73,879 73,879 4,783 634,454 2,331 



青岛象屿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 
6,967 5,346 5,326 1,622 44,943 454 

唐山象屿正丰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2,246 153 153 2,093 1,025 84 

天津象屿立业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1,013 343 343 671 1,387 217 

象屿（厦门）石油有限

公司 
14,403 9,424 9,424 4,979 2,093 -21 

厦门象屿化工有限公司 43,859 40,356 40,356 3,503 181,467 508 

厦门象屿兴宝发贸易有

限公司 
4,072 3,612 3,612 461 21,493 -352 

厦门象屿农产品有限责

任公司 
791 239 239 552 10,077 -249 

上海象屿物资有限公司 102,747 102,397 102,365 350 190,673 -2,665 

厦门象屿盛洲粮油有限

责任公司 
1,000.13 0.50 0.50 999.63 0.00 -0.38 

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

限公司 
822,704 603,344 456,410 219,360 90,823 10,910 

大连象屿农产有限公司 35,947 31,509 31,508 4,438 81,459 336 

黑龙江象屿金谷农产有

限公司 
13,481 3,433 3,433 10,048 - 4,186 

富锦象屿金谷农产有限

责任公司 
248,933 174,720 17,966 74,213 34,374 6,334 

北安象屿金谷农产有限

责任公司 
67,291 34,116 23,772 33,175 14,713 876 

绥化象屿金谷农产有限

责任公司 
39,167 34,857 13,482 4,311 4,454 1,126 

厦门象屿速传供应链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414,207 385,571 385,517 28,636 1,039,327 -8,542 

福州速传保税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35,863 24,646 24,629 11,217 158,747 1,201 

新丝路发展有限公司 80,164 65,028 65,028 15,136 194,808 -352 

成大物产（厦门）有限

公司 
213,143 191,461 191,397 21,682 721,203 30 

象屿重庆有限责任公司 12,030 9,407 9,393 2,624 91,063 373 

福建省平行进口汽车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 
70,346 67,377 67,374 2,969 138,385 471 

厦门象屿铝晟有限公司 96,628 67,563 67,563 29,066 33,483 -934 

乐高集团有限公司 49 322 322 -273 - -39 

银帆林业有限公司 13,511 10,391 10,258 3,120 42,271 -208 

厦门象屿商贸供应链有

限公司 
4,922 2,352 2,352 2,570 19,379 51 



注：1、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含园区）、厦门速传物流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环资矿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象屿金谷农产有限公司数

据为母公司口径数据。 

2、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包含母公司和第一分公司数据。 

3、厦门象屿同道供应链有限公司、厦门象屿物产有限公司、江苏象屿国贸

有限公司等公司为新设或新投资公司，暂未有财务数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主营业务、法定代表人等

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定期报告全文。 

三、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核心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经营稳定，担保计划是基于各

控股子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的需要，将有利于提高各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促进

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6年度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批准的担保额度为486.40亿元人民币，2016

年度内的时点担保总额没有超出该担保额度，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对全资

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余额约人民币114.37亿元（未经审计），没有逾期对

外担保情况。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4日 



议案五： 2017 年度短期投资理财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短期投资理财的议案》，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减少资金沉淀，支持

公司业务稳健发展，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

全性的基础上，2017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短

期投资理财。短期投资理财的投资限额为：任何时点投资余额不超过公司上一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一、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2017 年度公司开展短期投资理财的协议对方均为金融机构，与公司不存在

产权、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委托投资理财的原则和业务范围 

公司 2017年度短期投资理财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

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开展。 

公司 2017年度短期投资理财的业务范围如下： 

（1）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流动性较强、风险极低、收益率相对稳定

的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理财业务。 

（2）投资期限固定、收益稳定、无投资风险的短期国债回购业务。 

（3）风险可控、收益率稳定的国债。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理财，投资期限较短、流动性

较强、风险极低、收益率相对稳定，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还能够取得一定投资收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四、2016 年度短期投资理财情况 

公司 2016 年理财均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和限额内操作，全年累计发生额

400.13 亿，实现理财收益 945.90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理财余额为



6.5477亿元。（未经审计）。 

五、独立董事意见 

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理财，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公司 2017年度短期投资理财事项。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4日 



议案六：2017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2017 年度内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并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银行签署相关远期外汇交易协议，任

何时点交易余额不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35%。 

一、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概述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公司将积极把握机遇开展境外业务布

局，做实境外业务平台，扩大进出口业务的规模。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稳健经

营，公司在银行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公司按年度向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申请远

期外汇交易的额度，并在授权额度范围内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公司通过银行办理的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包括远期

结售汇业务、掉期业务、期权业务等。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约定未来结汇或售汇的

外汇币种、金额、期限及汇率，到期时按照该协议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

的结售汇业务。 

掉期业务是指在委托日，向银行买进即期外汇的同时又卖出同种货币的远

期外汇，或者卖出即期外汇的同时又买进同种货币的远期外汇。 

期权业务是指合约购买方在向出售方支付一定期权费后，所获得的在未来

约定日期或一定时间内，按照规定汇率买进或者卖出一定数量外汇资产的选择权 

二、远期外汇交易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2017 年度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协议对方均为商业银行，与公司不存在

产权、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远期外汇交易的业务范围 

远期外汇交易币种：仅限于公司进出口业务涉及到的结算货币，如美元、欧

元、港币等 

远期外汇交易基础：根据公司业务发展，以一定期间内的进口付汇及出口收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28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1327.htm


汇计划为基础，选择合适的远期外汇交易。 

远期外汇交易金额：预计 2017 年操作的远期外汇交易任何时点交易余额不

超过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35%，交割期限与进出口收付汇期间相匹

配。 

预计占用资金：不占用资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操作的远期外汇交易均无需

缴纳保证金。 

四、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的原则，不做投机性的交易

操作，在签订合约时严格按照公司预测回款期限和回款金额进行交易。远期外汇

交易可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时，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但同时远期外汇

交易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远期

结售汇汇率价格可能与到期时的实际结售汇汇率有一定差距，造成汇兑损失。 

2、付款、收款预测风险：业务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付款及收

款的金额及期间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订单或违约，造成公司

已办理远期外汇交易的收付款业务预测不准，无法按期交割，导致展期、违约交

割等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业务部门会根据与银行签订的远期结售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锁

定我司成本。 

2、为防止远期结售汇交割与实际收付时间差距较远，公司高度重视对进出

口合同执行的跟踪，避免收付时间与交割时间相差较远的现象。 

3、公司已制定专门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对远期外汇交易业

务的操作原则、审批权限、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

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作出明确规定。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进出口业务状况，针对进出口业务涉及到的结算货币，以一定期

间内的进口付汇及出口收汇计划为基础，选择合适的远期外汇交易，有利于规避



汇率波动风险，稳健经营；而且公司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不占用资金，不会对公

司主营业务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授

信额度内，申请借款的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公平合理。本次关联交易

能补充流动资金，确保业务开展所需周转资金。同意公司向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关联交易事项。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4日 

 

 

 

 

 

 

 

 

 

 

 

 

 

 

 

 

 

 

 

 

 

 

 

 



议案七：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关联交易的议案（逐项审议）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已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向关联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本公司业务发展需求，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需要，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

司拟向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农商行”）申请 4.5

亿元综合授信；拟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农商行”）

申请 15 亿元综合授信。 

公司董事张水利担任哈农商行董事，公司董事廖世泽担任厦农商行董事，因

此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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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介绍 

1、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系在哈尔滨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2008 年成立，2015 年 10月 8日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郭俊秋。 

公司持有哈农商行 9.9%的股份，公司董事长张水利担任哈农商行董事。 

2016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3,852,202 281,686 136,700 15,163 

2、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2

年 7月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 

注册资本：19.62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晓健。 

公司控股股东象屿集团的下属全资子公司厦门象屿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持有厦农商行 8.18%股份，公司董事廖世泽担任厦农商行董事。 



2016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0776,957.05 700,454.94 231,342.52 85,330.25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向哈农商行申请人民币 4.5亿元综合授信，拟向厦

农商行申请人民币 15 亿元综合授信。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融资金额，实际

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实际发生的融资业务及占用金额为准。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向哈农商行不

超过 4.5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内、向厦农商行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

度内办理融资事宜，并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授权期限自本年度（2017 年）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下一

年度（2018年）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在授信额度内，申请借款的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扩宽公司融资渠道。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4日 

 

 

 

 

 

 

 



议案八：关于与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供应链金

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年 3 月 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供应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拟与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屿金服”）签订《供

应链金融服务协议》,象屿金服将为本公司提供多方面、多品种的优惠、优质、

便捷的供应链金融和类金融服务，包括担保、保理以及其他类金融服务，每个会

计年度提供融资和担保的总金额上限为 30亿元人民币。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控制往来账款风险，加快资金回笼，优化资产

结构，本公司拟与象屿金服签订《供应链金融服务协议》，由象屿金服及其下属

子公司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多方面、多品种的优惠、优质、便捷的供应链

金融和类金融服务。 

由于象屿金服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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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象屿金服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

发生办公场所租赁与物业服务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屿

路 99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E栋 5层 01单元 

法定代表人：廖世泽 

注册资本：13.8 亿元人民币 



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5月 18日，是由象屿集团原

类金融板块公司组建而成，主要从事金融服务和投行业务。主要子公司及其经营

范围如下： 

主要子公司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厦门象屿资产管理运营有

限公司 
13.786 亿 

资产管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的投资；投资管理；受托对股权投资

基金进行管理运作及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深圳象屿商业保理有限责

任公司 
20,000 万 保理业务/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 

厦门象屿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 万 

小额贷款服务(（在厦门现代物流园区内办

理各项小额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委托贷

款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 

厦门象屿金象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18,000 万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

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经审批部门批准的

其他融资租赁业务；投资咨询（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商务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

理业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

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厦门象屿担保有限公司 10,000 万 

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主营贷款担保、票

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

保、信用证担保等担保业务和其他法律、

法规许可的融资性担保业务。兼营范围为

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以及与担保业务

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和

自有资金进行的投资） 

厦门象屿典当有限公司 7,000 万 

典当（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

典当业务；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限额内

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

商务部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业务）。 

 

截止 2016年 12 月 31日，象屿金服的资产总额为 500,952.67万元，净资产

236,821.37 万元，营业收入 46,651.47 万元，净利润 21,610.51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三、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象屿金服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如下供应链金融

和类金融服务： 

1、担保服务 

象屿金服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公

司、参股公司）的融资、履约等提供担保。 

担保费率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由项目各方按照担保行业市场化标准协商确

定。 

2、保理服务 

象屿金服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公

司、参股公司），以及本公司推荐的客户（供应链上下游客户，包括但不限于大

宗商品原料采购、成品销售、仓储运输等多方位客户），提供应收账款保理服务。 

对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应收账款采取无追索权保理方式，其他项目的保

理方式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保理费率以及保理融资利息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由项目各方按照保理行业

市场化标准协商确定。 

3、其他类金融服务 

象屿金服及其下属子公司拟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同探讨供应链金融领

域的创新型服务，针对公司供应链业务的最新模式和发展方向，提供个性化的优

质服务。 

对于其他类金融服务，双方将进行事先协商，并按项目订立协议，相关费率

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由项目各方按照行业市场化标准协商确定。 

（二）融资、担保金额上限 

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每个会计年度象屿金服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融资和担保的总金额不超过 30亿元人民币。 

（三）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经本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在协议执行过程中，需要对协议的主要条款进行修订，需重新提交本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四、风险控制 

1、双方应当建立、完善各自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确保依法合规经

营，并设立适当的风险隔离措施，保证各自的经营风险不向对方扩散。 

2、双方应加强沟通联系，密切配合，及时向对方提供财务报表等有关信息、

资料，通知对方各种重大变更事项。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本着“互

谅互让、诚信务实”的原则，共同协商解决。 

3、象屿金服保证将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各项风险监测指标规范运作，

不得开展未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不进行非法活动。 

4、象屿金服应针对各项金融服务和产品制定相关风险管理措施和内控制度， 

确保各项金融服务和产品安全运行。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象屿金服系公司控股股东象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相对其他类金融机构，对

本公司供应链业务模式和发展战略的了解更加深入，而且拥有专业的保理、融资

租赁等类金融业务操作平台，能够为我公司的供应链业务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和

类金融服务。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效率、优化资产结构、控

制业务风险，提升供应链金融整合服务能力，增强客户粘性，进一步提高公司业

务竞争力。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化的公平、合理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 2017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供应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6票回避表决。张水利、

陈方、廖世泽、林俊杰、邓启东、吴捷六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该关联交易事项，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

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借助厦门象屿金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专业化业

务平台，更好地满足公司供应链业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

场化的公平、合理的原则，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了该关联交易事项，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遵循互惠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签

订协议，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按相关规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并建议非关联董事和非关联股东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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