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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1、现场时间：2020 年 6 月 22 日 15:00； 

2、网投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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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地点：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四楼

会议室 

三、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 

1、股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17 日）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人员。 

四、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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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程内容 

一 董事长张久龙先生宣布会议开始 

二 审议提案 

1 关于对四川省江油市龙凤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调整 2020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方案的议案 

三 参会股东代表发表意见 

四 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五 投票表决、统计（现场+网络） 

六 宣布表决结果 

七 宣读股东会决议 

八 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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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四川省 

江油市龙凤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充分发挥全资子公司独立融资能力，有效降低公

司总体财务费用，建议公司为四川省江油市龙凤水电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凤水电”）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额度不超过 2.8 亿元（具体根据龙凤水电贷款金额确定），

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担保事由及目的 

龙凤水电通过抵押其电站资产、质押发电收入、股东

提供担保的方式，于 2018 年 12 月与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天成”）签订了融资总额为 2.96 亿元

的融资租赁协议，租赁期限为 15 年，年利率 7.6%，现有

融资余额约 2.79 亿元。为了有效降低财务费用，提升自身

盈利能力，龙凤水电积极向各大银行申请贷款，贷款资金

主要用于置换其在华能天成的融资租赁款。由于龙凤发电

资产负债率较高，各大银行放款的前提条件是需要龙凤水

电的母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为充分发挥子公司独立融资能

力，降低公司总体财务费用，提升公司总体信用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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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公司为龙凤水电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2.8 亿元（具体根据龙凤水电贷款金额确定）。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四川省江油市龙凤水电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以 19,400 万元的价格收购

龙凤水电 100%股权。前述收购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于 2019

年 7 月 6 办理完成，公司由此持有龙凤水电 100%股权，龙

凤水电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龙凤水电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龙凤水电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现金流量稳定，

具备良好的偿还债务能力，其基本情况及 2019 年经审计的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龙凤水电 

注册地点 江油市龙凤镇龙水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志雄 

经营范围 

水电资源开发、电能生产经营、水

力发电运行，水电物资购销，淡水养

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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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39759.83 

负债总额 298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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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3056.95 

融资租赁总金额 29600.00 

资产净额 9902.76 

营业收入 2752.75 

净利润 -362.37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473.88 

三、担保方案 

为确保龙凤水电银行贷款资金顺利到位，现提出以下

担保方案： 

所担保的主

债权 
龙凤水电银行贷款 

债权人 

包括不限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地

方银行等 

（具体以放款银行为准） 

担保额度 不超过 2.8 亿元（具体以龙凤水电贷款金额为准） 

担保类型 借贷担保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 
一般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以实际签订

合同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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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水电通过此次银行贷款置换融资租赁，将原融资

租赁利率 7.6%下降至银行贷款利率（估计不超过 4.9%），

融资利率预计下降 2.7%，有利于降低公司总体财务费用，

预计龙凤水电每年将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756 万元，增加净

利润 567 万元。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95,787.5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54%，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在股东大会批准的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和经营层

确定并办理本次担保的具体事宜。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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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0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拓宽融资渠道，积极争取银行低息贷款，有效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现就公司 2020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方案作

相应调整，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调整事由及目的 

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

关信贷业务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 25 亿元综合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的额度（不含独立

批准的公司债、中期票据、超短融等），其中母公司（股份

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预计为 19.5 亿元，办理综合

授信合作的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区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牛市

口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安分行、广发银行股份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分行。为了拓宽融资渠道，积极争取银行低

息贷款，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建议公司增加银行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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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单位，不局限于以上已与公司开展合作关系的银行。 

二、调整方案 

（一）将原授信方案中的银行合作单位由 6 家调整为：

凡是有意愿和公司开展综合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的各大银

行，包括不限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地

方银行等。 

（二）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25

亿元的限额不变，但不再具体划分到各个单位，由公司根

据资金需求自行在母公司、子公司安排综合授信及相关信

贷业务额度。 

（三）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信

贷业务的议案》中除以上调整事项外，其他审议通过的事

项均保持不变。 

三、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调整 2020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方案，将有利于公司

拓宽融资渠道，强化银行合作关系，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提高公司收益及股东回报。 

四、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银行综合授信调整方案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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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