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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提示 

尊敬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您好！ 

欢迎您来参加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本次股东大会

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以下事项希望得到您的配合和支持。 

一、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已登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

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 

 三、股东大会设会务组，具体负责相关事宜。 

 四、请股东及股东代表按照公司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规定的登记要求于

2019年 10月 21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00），办理登记手

续。已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30

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10:00以后停止办理登记手续。 

    五、为维护良好的会议环境，会议期间请勿高声喧哗、随意走动和使用移动

通讯设备，请将手机设置为会议模式。大会工作人员可以要求以下人员退场：衣

帽不整者；扰乱会场秩序者；携带危险物品者。对于严重干扰相关股东会议秩序、

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者，将提请公安机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六、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以其所持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

有一票表决权。股东投票表决时，应填写股东名称(单位或姓名)、持有(代表)

股份数额，并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后的“同意”、“反对”、“弃权”表决栏内任选

一项，并划“√”表示选择，多选或者不选视为废票。 

    七、股东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时，由律师、出席会议股东推选的两名股东代

表与监事会推选的一名监事共同负责计票、监票。股东及股东代表将填写完整的



表决票投至投票箱后即生效，不得再行撤回表决票。 

    最后，祝您心情愉快，工作顺利！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网络投票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 年 10月 23日 上午 10 点 00分 

召开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398 号 21层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9年 10月 23日 

至 2019年 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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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场会议会议议程：  

首先会议主持人介绍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并宣布会议开始。 

大会议程第一项：通过监票小组成员和总监票人。 

大会议程第二项：宣读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如下： 

 

序号               议 案 名 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议案》 

2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3 《关于公司借款的议案》 

4 《关于公司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 《关于公司拟向深圳高新投借款的议案》 

6 《关于选举初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大会议程第三项：请各位股东对议案进行审议。 

大会议程第四项：投票表决以上议案。 

大会议程第五项：由总监票人宣布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

果。 

大会议程第六项：由律师宣读《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会议程第七项：宣读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签署相关文件。 

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议案一：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工大高新

拟通过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方式向彭海帆等 40 名交易对方购买汉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柏科技”）100%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募集

不超过本次购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100%的配套资金。2016年 4月 29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

彭海帆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券许可[2016]947 号），

核准了工大高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项

并已于 2016年 11月实施完成。 

二、业绩承诺约定情况 

根据公司与彭海帆、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工大

高总”）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内容，

彭海帆和工大高总承诺汉柏科技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3,100万元、27,800 万元

和 33,100 万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彭海帆应就未

达到预测净利润部分的 92%、工大高总应就未达到预测净利润部分的 8%对上市公

司进行股份补偿。因彭海帆拥有股份不足以补偿，应自筹现金补偿，工大高总不

涉及现金补偿。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汉柏科技 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27,199.02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5,793.58 万元，较原承诺业绩的 23,100万元超出 2,693.58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1.66%。 



2、汉柏科技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32,874.38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2,419.57 万元，较原承诺业绩的 27,800万元超出 4,619.57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6.62%。 

3、汉柏科技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237,684.72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28,205.60万元，没有完成原承诺业绩 33,100 万元。 

四、减值测试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的标的

资产（汉柏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

2019年 4月 20日出具了《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转所持

有的汉柏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中科华评报字【2019】第 046 号）

评估报告所载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汉柏科技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400.17 万元，评估值 10,565.02 万元，增值额

10,164.85 万元，增值率 2,540.13%。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出

具了《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

绩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中准专字[2019]2188 号）。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标的资产对应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10,565.02万元，较重

大资产重组时标的资产之交易价格 25 亿及配套资金投入 31,186.65 万元，工大

高新母公司对标的资产的长期股权投资发生了 270,621.63 万元减值；标的资产

2018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工大高新合并报表的各项可辩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25,289.25万元及商誉价值 62,554.29万元。按照各项资产的评估结果，共发生

减值 85,543.29 万元。 

五、业绩补偿方案及测算结果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彭海帆、

工大高总需要按照约定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彭海帆拥有股份不足以补

偿的，应自筹现金补偿。 

1、差异情况 

根据中准事务所出具的汉柏科技 2016 年度-2018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



项审核报告，标的资产汉柏科技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以及 2016 年度至 2018 年

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均未达到承诺实现的净利润，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期间 
累计承诺的扣除非

经常损益后净利润 

累计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差异数（实现数-

承诺数） 

2016年度 23,100 25,793.58 2,693.58 

2016年度-2017年度 50,900 58,213.15 7,313.15 

2016年度-2018年度 84,000 -169,992.45 -253,992.45 

2、业绩补偿方案 

根据公司与彭海帆、工大高总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内容，彭海帆和工大高总承诺汉柏科技 2016年、2017年和

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3,100万元、27,800 万元和 33,100万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

的净利润，彭海帆应就未达到预测净利润部分的 92%、工大高总应就未达到预测

净利润部分的 8%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彭海帆拥有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

自筹现金补偿。汉柏科技实际净利润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未达到预测净利润的，上

市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向彭海帆、工大高总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

份，并依法予以注销。 

3、股份补偿数量及现金补偿测算结果  

彭海帆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及应补偿现金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92%

－累积已补偿金额 

工大高总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8%

－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由于汉柏科技 2018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协议进行补偿测算，彭海帆需



以其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认购的 103,068,78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96%；工

大高总持有公司 177,808,2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8%，其需要通过持有汉

柏科技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 33,057,74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3.19%）向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向彭海帆、工大高总定向回购其当

年应补偿的股份并予以注销。同时，因彭海帆股份不足以补偿，尚需现金补偿约

63.31亿元。 

截至目前,业绩承诺方彭海帆因个人融资需求将持有公司股票 103,068,783

股全部质押；同时彭海帆为汉柏科技融资提供担保以及个人借款未能及时偿还，

涉及较多诉讼，所持公司股份处于轮候冻结状态且已被列为失信人；2018 年 12

月，彭海帆部分个人房产已经被拍卖。因彭海帆持有公司股票全部处于质押和冻

结状态，公司无法向彭海帆定向回购其股份并注销，彭海帆亦没有能力补偿现金

部分，不能按照协议约定按期足额业绩补偿。同时，从目前状况判断，由于上述

原因，后续能否业绩补偿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业绩承诺方工大高总因涉及较多诉讼，其持有公司可用于补偿的股份处于轮

候冻结状态，已被列为失信人。截至目前，公司无法依据协议约定，定向回购其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和注销，工大高总不能按期足额业绩补偿。同时，从目前状况

判断，由于上述原因，后续能否业绩补偿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督促业绩承诺方切实履行业绩承诺，努力采取措施向承诺方彭海

帆、工大高总追偿，通过合法合规方式维护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但由于

上述原因，追偿结果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月 

 

 

 



 

议案二：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等有关规定，现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集团”）提供的其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工大集团 2017年 12月 31日预计损失率为 15.90%，

公司对工大集团 2017 年度资产负债表日的偿债能力进行核实，得知工大集团

2017年度已经出现债务延期的事实，资产负债表日已经不具备完全偿付能力。 

1、按照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

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经测试发生了减值，按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所以公司 2017 年度对关联方工大

集团资金占用款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了坏账准备不符合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会

计政策，应按照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公司对工大集团及其附属企业提供的担保，在 2017年资产负债日均已存

在，应根据工大集团 2017年末的资产负债状况计提预计负债。 

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有关规定，公司根据上述事项的发生时间和性质对前期报表的会计差错进行更

正，因上述会计差错影响，累计减少 2017年所有者权益 658,600,685.07 元，减

少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658,600,685.07 元，累计增加 2018 年所有



者权益 0元，增加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658,600,685.07元。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的主要项目更正

如下：                                          （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889,843,383.68 -87,429,755.07 802,413,628.61 

预计负债 0.00 571,170,930.00 571,170,930.00 

资产减值损失 72,259,789.71 87,429,755.07 159,689,544.78 

营业外支出 66,419,968.87 571,170,930.00 637,590,898.87 

净利润 78,488,310.78 -658,600,685.07 -580,112,374.2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27,229,086.53 -658,600,685.07 -531,371,598.54 

净资产 4,355,028,412.02 -658,600,685.07 3,696,427,726.95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4,237,617,359.34 -658,600,685.07 3,579,016,674.27 

未分配利润 296,352,261.62 -658,600,685.07 -362,248,423.45 

基本每股收益 0.1230  -0.5135 

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的主要项目更

正如下：                                          （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1,231,408,269.60 -60,369,755.07 1,171,038,514.53 

预计负债  571,170,930.00 571,170,930.00 

资产减值损失 30,281,775.61 60,369,755.07 90,651,530.68 

营业外支出 12,513.92 571,170,930.00 571,183,443.92 

净利润 -66,361,938.00 -631,540,685.07 -697,902,623.07 

净资产 4,032,745,854.03 -631,540,685.07 3,401,205,168.96 

未分配利润 104,402,698.81 -631,540,685.07 -527,137,986.26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的主要项目更正



如下： 

                                                （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 2,708,039,885.78 -87,429,755.07 2,620,610,130.71 

营业外支出 826,099,567.26 -571,170,930.00 254,928,637.26 

净利润 -4,392,358,946.37 658,600,685.07 -3,733,758,261.3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342,092,595.93 658,600,685.07 -3,683,491,910.86 

期初未分配利润 296,352,261.62 -658,600,685.07 -362,248,423.45 

基本每股收益 -4.1963  -3.5598 

 

2018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的主要项目更

正如下： 

                                                （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 2,798,620,264.96 -60,369,755.07 2,738,250,509.89 

营业外支出 628,128,108.03 -571,170,930.00 56,957,178.03 

净利润 -3,688,545,316.70 631,540,685.07 -3,057,004,631.63 

期初未分配利润 104,402,698.81 -631,540,685.07 -527,137,986.26 

 

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项目补充说明如下： 

 （金额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15,931,045.71 190,000,000.00 205,931,045.7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4,486,266.75 -200,000,000.00 4,486,266.75 

资产减值损失 645,997.90 10,000,000.00 10,645,997.90 

未分配利润 202,922,081.10 -10,000,000.00 192,922,081.10 

净利润 -60,564,343.58 -10,000,000.00 -70,564,343.5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3,789,379.11 -10,000,000.00 3,789,379.11 

净资产 4,378,045,937.25 -10,000,000.00 4,368,045,937.25 



2016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无须追溯调整。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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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4,211,894,108.83 -10,000,000.00 4,201,894,108.83 

基本每股收益 0.0218  0.0060 



议案三：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借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全资子公司汉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柏科技”）2017 年因经营

发展需要，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第一期），发行金额人民币

3亿，于 2017年 10月 23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第二期），发行金额人民币 3亿，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新投”）为其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深圳高新投上述担保承担无条件、不可撤

销、连带的反担保保证责任。 

2018 年 8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深圳市高新投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公司向深圳高新投借款

2,300 万元，利率为 14.1%，期限为一年，用于归还汉柏科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第一期）借款及利息。 

由于目前汉柏科技资金流动性仍存在较大困难，经与深圳高新投协商，公司

拟向深圳高新投申请借款人民币 2,300 万元，用以偿还上述深圳高新投 2018 年

8月对公司的借款，借款年利率为 8%，借款期限一年，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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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博会展”）

租赁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体育中心”）红博会展

购物广场一层开展经营活动，建筑面积 119,559.76 平方米。2017年红博会展与

会展体育中心签订了《转让资产经营权协议》。根据协议，红博会展买断会展体

育中心 8米 1轴/65 轴至 A轴/A26轴外档上墙内，红旗大街一侧的下沉广场经营

权，买断期限由原协议期限 10 年延长为 18 年，即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月 31日，每年费用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整。2018年度红博会展经营面

积占公司商业服务业总经营面积 25%，经营收入占公司商业服务业总经营收入 35%

以上，为保障公司经营场所的持续稳定，红博会展与会展体育中心协商一致，拟

签订《补充协议》，将《转让资产经营权协议》第八条：在买断期间内，会展体

育中心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无须承担违约责任。但需在行使约定解除权前 90

个自然日通知红博会展。会展体育中心再次转让该经营权的，红博会展享有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受让的权利。变更为：在买断期间内，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

一方不得单方终止本协议，单方终止本协议的，需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

损失；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方可解除；会展体育中心再次转让该经营权的，红

博会展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受让的权利。 

会展体育中心受公司关联方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

集团”）控制，工大集团董事长郭君巍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董事长王明秀先生

为工大集团董事，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不存在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

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哈尔滨市经开区南岗集中区红旗大街301号 

4、法定代表人：张大成 

5、注册资本：75,000万元 

6、经营范围：体育场馆、展览馆、游泳馆（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

11月13日）、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5月31日）。主办、承办

展览会、展销会、贸易洽谈会（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设计、制作、

发布国内广告业务；出租自有房屋；接受委托从事酒管理。 

7、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财务指标：会展体育中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7.19亿元，净资

产为26.95亿元，营业收入为0.65亿元，净利润为-7,787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8米 1轴/65轴至 A轴/A26轴外

档上墙内，红旗大街一侧的下沉广场的经营权。 

（二）权属状况：交易标的所有权持有人为会展体育中心。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 

红博会展与会展体育中心根据评估机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2009 年-2018 年

经营权转让价格为每年人民币 5,000.00万元。2017年红博会展与会展体育中心

签订了《转让资产经营权协议》，红博会展买断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8米 1

轴/65轴至 A轴/A26 轴外档上墙内，红旗大街一侧的下沉广场的经营权，买断期

限由原协议期限 10 年延长为 18 年，即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买断 18年经营权费用总计人民币 90,000.00 万元，其中，已支付完毕 2009

年-2019 年的租金。本次《补充协议》不涉及定价。 

 

五、《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在买断期间内，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终止本协议，

单方终止本协议的，需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

致方可解除；会展体育中心再次转让该经营权的，红博会展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受让的权利。 

2、本补充协议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主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转让资产经营权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

充协议未约定的部分，以《转让资产经营权协议》的约定为准。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红博会展与会展体育中心本次拟签订《转让资产经营权协议》之《补充协议》，

修改了终止协议的约定方式，为公司经营场所的持续稳定提供了保障，属于公司

正常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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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向深圳高新投借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全资子公司汉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柏科技”）2017 年因经营

发展需要，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第一期），发行金额人民币

3 亿元，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第二期），发行金额人民币 3

亿元，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新投”）为其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深圳高新投上述担保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的反担保保证责任。

2018 年 10 月 1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借款的议案》，公司向深圳高新投借款 1,950万元，利率为 14.1%，期限为一年，

用于偿付汉柏科技公司债（第二期）当年利息。 

由于目前汉柏科技资金流动性仍存在较大困难，经与深圳高新投协商，公司

拟向深圳高新投申请借款人民币 2,224.95万元，用以偿还上述深圳高新投 2018

年 10 月对公司的借款及利息。此外，公司拟向深圳高新投申请新增借款人民币

1,950万元，用于偿付汉柏科技公司债（第二期）本年利息。 

上述二笔借款总计人民币 4,174.95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8%，借款期限一年,

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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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初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8月 27日收到独立董事时阗华女士的辞职报告，时阗

华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会主任委员职务，因时阗华女士的

辞职会使得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初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现选举初立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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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初立女士简历 

初立女士，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审计师职称，注册资产评

估师、注册会计师。曾任中业会计师事务所法定代表、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负责人、北京永拓同望工程造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任利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合伙人）技术合伙人。初立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