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股票简称：大东方 

股票代码：600327 

 

 

 

 

 

 

 

二○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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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请出席股东大

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本公司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组织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并设立股东大会会务组具体安排本次股东大会各项事宜。 

 

二、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根据《大东方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于 2018年 9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的公告）的要求，在2018年10月10日9:30—16:00期间，提

供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向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参会登记。 

 

三、为保证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

必请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要求携带参会资格登记资

料，提前到达会场登记参会资格并签到。未能提供有效参会资格登记资料并办理签到的，

不得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除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聘请的鉴证律师、相关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

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四、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

决权等各项权利，同时须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

会议秩序。 

 

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如需发言，应提前进行登记，由主持人安排发言。股东提问

应举手示意，并按照会议主持人的安排进行。发言及提问前应先介绍自己的股东身份（或

所代表的股东单位）、持股数量等情况。发言及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案，每位发言时

间不超过5分钟。议案表决开始后将不再安排发言。 

 

六、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需

按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的具体操作程序在规定的交易时段内进行投票。现场会议采取记

名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其所持公司的每一股份享有一份表决权，

在表决票上按要求逐项填写表决意见。会议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及鉴证律师

计票、监票。 

 

七、股东大会期间，请参会人员将手机关机或调为静音状态，谢绝个人进行录音、

拍照及录像。 

 

八、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司不向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发放礼品。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方式：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投票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会议时间地点： 

1、现场会议：于2018年10月12日14:30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2、网络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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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登记日：2018年10月8日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兵华先生 

 

 会议的安排： 

一、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登记签到（14:15-14:30） 

二、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三、宣布股东大会现场出席情况及会议须知 

四、推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票清点小组计票、监票人员 

五、审议议案 

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案》 

2、《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投票表决 

七、清点小组统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并宣读结果 

八、现场会议休会 

九、合并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结果 

十、律师出具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鉴证意见 

十一、主持人宣读决议，并宣布会议结束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一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 
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18年 6月 8日实施完毕 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中“每股

派送红股 0.1 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2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

至 73731.6265万元。 

另，因公司经营需要，须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根据上述情况，公司须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如下： 

序号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716.6357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3731.6265万元。 

2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是：食品、黄金、珠宝销售；综合货

运站（场）（仓储），普通货运；国内贸

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手续

后经营）；金饰品的修理改制；家用电

器的安装、维修；服装、眼镜的加工服

务；商品包装；自有场地出租；经济信

息咨询服务；利用本厦自身媒介设计、

制作、发布国内广告；网络技术咨询、

转让；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美容；停

车场服务；验光、配镜服务；摄影；钟

表修理；图书、报刊、卷烟、雪茄烟的

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娱乐经营

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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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是：食品、黄金、珠宝销售；农副产

品收购；肉蛋、水产品、净菜的零售；

餐饮服务；综合货运站（场）（仓储），

普通货运；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金饰品的

修理改制；家用电器的安装、维修；服

装、眼镜的加工服务；商品包装；自有

场地出租；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利用本

厦自身媒介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

网络技术咨询、转让；计算机软件开发

销售；美容；停车场服务；验光、配镜

服务；摄影；钟表修理；图书、报刊、

卷烟、雪茄烟的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娱乐经营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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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56716.6357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56716.6357 万股。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73731.6265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73731.6265万股。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以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核准的内容为准。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0 月 12 日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二 

 

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厦集团”）拟以现金人

民币 4200万元出资，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扳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扳手”）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大厦集团”对“金扳手”的持股比

例为 51.22%，“大厦集团”将成为“金扳手”的控股股东，“金扳手”将不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次增资事项涉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标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次增资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度截至目前，公司与关联方“大厦集团”及其子公司累

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841.16 万元，均在年初通过的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范围内（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预计公司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大东方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拟同意控股股东以现金人民币 4,200 万元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金扳手”进

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大厦集团”对“金扳手”的持股比例为 51.22%，“大厦集团”将

成为“金扳手”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金扳手”将不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大厦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本

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事项涉及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标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暨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大厦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均金 

成立日期 1987 年 3月 17日 

注册资本 11,322.53 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企业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不含国家限制

及禁止类项目）；电梯的维修、保养；钟表修理；金银饰品加工；仓

储服务；停车场服务；自有场地及专柜租赁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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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目前，“大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21,098,977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数的

43.55%，系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大厦集团”简要财务数据（合并）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6月/ 

2018年 6 月 30日 

总资产 715,365.12 692,220.71 

所有者权益 383,756.80 385,009.94 

营业收入 918,642.74 453,108.13 

净利润 26,948.60 23,888.42 

注：上述 2017年度财务数据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 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金扳手”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金扳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兵华 

成立日期 2015 年 4月 7日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 

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汽车零配件、汽车用品、汽车电子产品的销售及网上销售、网络科技(不

得从事科技中介),商务咨询,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

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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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金扳手”股权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 

1 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 99.00% 3,960 

2 无锡东方富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 40 

合计 100.00% 4,000 

注：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汽车”）、无锡东方富日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日”）均为大东方全资子公司。 

（三）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金扳手”简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6月/ 

2018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2,795.69 3,128.83 

所有者权益 2,445.10 1,734.48 

营业收入 521.84 266.03 

净利润 -916.41 -710.62 

注：上述财务数据均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金扳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

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18〕第 1802 号），得出评估结论如

下： 

评估前，上海金扳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31,288,292.73 元，负债账面

值为 13,943,465.28元，全部净资产账面值为 17,344,827.45 元。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上海金扳手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4,015,254.70 元。评估增值 16,670,427.25 元，增值率

96.11%。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评估结果，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金扳手”净资产评估值为 3,401.53 万元

人民币。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大厦集团”以现

金人民币 4,200万元对金扳手进行增资，增资后持有金扳手 51.22%股权。 

 

五、关联交易涉及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资方“大厦集团”出资人民币 4,200 万元，认购“金扳手”新增注册资本

人民币 4,2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各股东方的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 

1 东方汽车 48.29% 3,960 

2 东方富日 0.49% 40 

3 大厦集团 51.22% 4,200 

合计 100.00% 8,200 

2、增资方“大厦集团”保证在增资合同签署之日起 7日内将增资款全部汇入“金扳

手”账户。 

3、本次增资完成后，“金扳手”董事会由 5 人组成，其中原股东“东方汽车”委派 2

名董事，增资方“大厦集团”委派 3 名董事。其中：董事长由“大厦集团”提名并由董

事会选举产生，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大厦集团”提名并由董事会聘任。 

4、增资协议于各方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创建“金扳手”，起始仅为服务自身汽车业务生态链而打造，但随着“金扳



手”的不断发展及演化，已由初始为自身服务的平台逐步向“互联网公司”的形态发展。

因其“互联网公司”型发展的培育风险及相关不确定因素等，使其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发

生了重要变化。公司引入控股控东增资“金扳手”，有利于改善“金扳手”的资金等压力，

有利于为其创造更好的发展要素，也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的资金成本、财务结构和财务

表现。 

2、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将“金扳手”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截至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汽车”为“金扳手”提供的无息贷款余额为人

民币 1,398 万元。除前述情形外，不存在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向“金扳手”提

供尚在履行期内的借款、担保等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金扳手”已出具承诺函：自交易各方共同签署的《出资协议》生效之日起至“金

扳手”增资事项工商登记完成前，“金扳手”将全额归还公司子公司东方汽车向其提供的

无息贷款。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度截至目前，公司与关联方“大厦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841.16万元，均在年初通过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

围内（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月 18日披露的《关于预计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 

 

八、关于本次关联交易涉及募集资金投资标的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大厦集团”以现金人民

币 4,200 万元向“金扳手”增资将构成上市公司对外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控制权

的情形，涉及募投项目为“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该募投项目相关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

额 
截止日

项目完

工程度 

承

诺

效

益 

截至

2018.6.30

日累计实

现效益 

项目 

名称 

承诺投资

金额 

截至

2018.6.30

实际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截至

2018.6.30 实

际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汽车后市场综合

服务 O2O平台建

设项目 

10,000.00 4,000.00 3,907.56 39.08% － -309.47 

注：公司实际投入“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的 4000 万元募集资金，

其中 2000万元通过增资方式投入“金扳手”的平台建设。 

 

九、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全资

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本次拟审议的控股股东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扳

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事宜构成关联交易，该增资方案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的资

金成本、财务结构和财务表现，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控制权转让事项，未发现有违反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也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同意将该次控股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其中：关联董事委员朱晓明进行了回避表决。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高兵华、席国良、倪军、张志华、朱晓明、邵琼对

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3、公司 3名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增资事项暨关联交易方案可行，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的资金成本、财务结

构和财务表现，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

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增资事项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评估机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

业务资格并具备充分的独立性，本次交易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定价遵循公允、

合理原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本次增资事项暨关联交易方案涉及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控制权转让事项符

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未发现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将该次控股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控股股东拟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扳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4200万元

暨关联交易事项，方案可行，定价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遵循公允、合理原则，

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方案涉及的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转让控制权事项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未发现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的情形。 

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经取得并查阅公司相关制度、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董事会和监事会相关决议，保

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已经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海通证券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经取得并查阅公司相关制度、所涉及募投项目信息披露文件、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董事会和监事会相关决议，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控制权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获得股

东大会的批准。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转让控制权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海通证券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涉及的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控制权事项无异议。 

6、本次增资事项暨关联交易方案须获得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暨监事会意见）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6、审计报告 

7、评估报告 

8、保荐机构意见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