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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010101010年第年第年第年第四四四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大会召开时间大会召开时间大会召开时间大会召开时间：：：：2010年10月18日下午14：30时 

大会召开地点大会召开地点大会召开地点大会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四楼多功能厅    

大会主持人大会主持人大会主持人大会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阮伟祥先生 

----------------大会议程大会议程大会议程大会议程----------------    

1、大会主持人介绍股东到会情况，并宣布大会开始 

2、大会主持人介绍到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应邀来宾情况 

3、公司董事常盛先生宣读大会会议须知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议案议案议案议案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1、公司董事金瑞浩先生宣读《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2、公司财务总监罗斌先生宣读《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审议审议审议、、、、表决表决表决表决----------------    

1、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质询 

2、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问题 

3、会议主持人宣布计票、监票人名单 

(其中包括股东代表两名、监事代表一名；会议以鼓掌方式通过计票、监票人员) 

4、现场股东投票表决 

5、计票、监票人统计现场股东表决票和表决结果 

----------------宣布现场会议结果宣布现场会议结果宣布现场会议结果宣布现场会议结果---------------- 

1、监票人宣布大会现场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等待网络等待网络等待网络等待网络投票结果投票结果投票结果投票结果----------------    

1、会议休会 

----------------宣布决议和法律意见宣布决议和法律意见宣布决议和法律意见宣布决议和法律意见---------------- 

1、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闭会 

----------------会后事宜会后事宜会后事宜会后事宜------------ 

1、与会董事签署会议决议及会议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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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010101010年第年第年第年第四四四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次临时股东大会次临时股东大会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会议须知会议须知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

证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一一一、、、、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

则，认真履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 

二二二二、、、、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三三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四四四四、、、、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在主持人许可后进行。主持人可以要

求发言股东履行登记手续后按先后顺序发言。 

五五五五、、、、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应当认真负责地、有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

东的问题。 

六六六六、、、、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股东以其所持

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

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赞成”、“反对”、“弃权”三项中

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本次

会议的表决结果将综合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七七七七、、、、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二个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二个议案进

行普通决议，即由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即可。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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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将将将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报告人：金瑞浩)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889号文核准，公司于2009年

9月10日公开发行了125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2.5亿

元。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及保荐费2,250万元后的余额

122,750万元已由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公司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

账户。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实

收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浙天会验[2009]165号《验证报告》。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预计至2011年4月，使用募集资金（包括经

审计后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用自筹资金投入的）约10.2亿元，将有部分募集资

金较长时间闲置。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

本，同时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

元，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数额占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筹资净额的

16.29%（未超过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筹资净额的50%），使用期限不

超过6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2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关于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使用该部分资金，并承诺于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的款项到期后，用公司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由于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金额的1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证监公司字[2007]25号）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该

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2010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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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陈健、徐金发、吴仲时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作出的上述决定有

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定。 

公司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李卫民、叶泉就上述事

项出具核查意见，认为： 

1、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可以缓解浙江龙盛流动资金压力，降低财务费用，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同时，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的50%，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 

2、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

月，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浙江龙盛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3、根据证监公司字[2007]25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的规定，闲置募集资金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浙江龙盛将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供

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5、浙江龙盛已承诺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的情况；  

6、浙江龙盛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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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浙江龙盛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亿元暂时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按照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行使监管职责，发现上市公司、商业银行

未按约定履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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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对外担保对外担保对外担保对外担保的议案的议案的议案的议案    

(报告人：罗 斌)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全资子公司桦盛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2月 2日认购了新加坡 KIRI 控股

有限公司定向发行的 2,200 万欧元可转换债券，若公司转股后将持有新加坡

KIRI 公司 62.4%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现新加坡 KIRI 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

孙公司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和 DyStar Japan Ltd.[德司达（日本）有

限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需向银行贷款，公司拟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一一一一、、、、担保情况概述担保情况概述担保情况概述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提供 2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为 DyStar 

Japan Ltd. 提供 2,000 万美元的担保。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

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担保期限为一

年，若在到期前再次履行审批程序后可以展期，在担保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

签署担保文件。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本议案的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二二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南京化学工业园区方水路 90 号-92 

法定代表人：Gerald Talhoff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科    目 2009年12月31日 2010年8月31日 

资产总额 58,058 47,881 

负债总额 37,944 28,044 

    贷款总额 24,965 14,795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16,895 14,795 

净资产 20,114 19,837 

2010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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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2009年1-12月 2010年1-8月 

销售收入 24,879 19,388 

利润总额 184 -277 

净利润 184 -277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DyStar Japan Ltd.[德司达（日本）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7-20, Azuchimachi 1-chome, Chuo-ku, Osaka JAPAN 

法定代表人：Koji Takase (高瀬 耕志) 

单位：万元，币种：拆算成人民币 

科    目 2009年12月31日 2010年8月31日 

资产总额 25,196 34,250 

负债总额 15,023 21,204 

    贷款总额 7,413 6,927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 7,413 6,927 

净资产 10,173 13,406 

科    目 2009年1-12月 2010年1-8月 

销售收入 33,979 28,382 

利润总额 -11,194 2,025 

净利润 -11,194 1,993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三三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签署担保协议。 

四四四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230,179.73 万

元，占截至 2010 年 6 月末公司净资产的 40.77%，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