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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须 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为确保公司股东大会顺利召开，特制定会议须知如下，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

遵守执行： 

一、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权益； 

二、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股东要求发言

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股东要求发言时请先举手示意； 

四、在会议集中审议议案过程中，股东按会议主持人指定的顺序发言和提问，建议

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 3分钟，同一股东发言不超过两次，发言内容不超出本次会议

审议范围； 

五、任何人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和会议程序，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

振动状态。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议 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12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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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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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 23日（星期一）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 3029弄 18号一楼会议室 

与会人员： 

1．2019年 12月 16日下午收盘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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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持人：董事局主席喻会蛟先生 

参会提示：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为截止 2019年 12月 16日下午收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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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东；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并提

供一套加盖股东公章或股东亲笔签名的复印件。 

会议议程： 

序号 内容 

一 宣布会议开始，介绍现场到会人员情况 

二 宣读会议议案，并提请股东审议： 

1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以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 

三 推举计票人、监票人，并举手表决 

四 现场投票表决和计票 

五 股东代表咨询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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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七 休会 

八 宣布表决结果 

九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 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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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以及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加速提升公司自动化水平、增强综合服务能力，公司将进一步加快自动化的实施

进度，同时根据目前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航空运能提升项目”的航空

货运飞机引进进度并经过谨慎的研究论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自有

资金人民币 1,492.22 万元置换前期投入“航空运能提升项目”的募集资金，并将尚未

使用的拟投入该项目募集资金（包括前述以自有资金置换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35,000.00万元变更用于“转运中心自动化升级项目”。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473号文）核准，公司已公开发行 3,650 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5,000.00 万元，扣除保

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相关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1,638.00 万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募集资

金到账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5944 号）。公

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根据《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多功能转运及仓储一体化建设项目 314,532.24 230,000.00 

2 转运中心自动化升级项目 221,929.26 100,000.00 

3 航空运能提升项目 58,393.30 35,000.00 

合计 594,854.80 365,000.00 

（二）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介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航空运能提升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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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58,393.30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35,000.00万元。截至目前，该项目已

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1,492.22万元，本次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492.22 万元转

入募集资金专户用于置换前期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尚未使用的拟投入“航空运能提升项目”

募集资金（包括前述以自有资金置换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35,000.00 万元变更用于

“转运中心自动化升级项目”。变更后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多功能转运及仓储一体化建设项目 314,532.24 230,000.00 

2 转运中心自动化升级项目 221,929.26 135,000.00 

合计 536,461.50 365,000.00 

本次变更系将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

易。 

二、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

况 

（一）原项目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航空运能提升项目”主要系用于购置引进

4 架航空货运飞机，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58,393.30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35,000.00 万元，该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合理扩充公司自有货运机队规模，丰富货运机

型并提升远程运输能力，以继续巩固和提升公司自有航空运能网络。截至目前，该项目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1,492.22 万元，公司对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

度。 

（二）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

原因 

公司“转运中心自动化升级项目”主要用于对公司现有枢纽转运中心配置自动化分

拣设备，同步提升快件分拣转运业务流程的智慧化水平，降低人力成本，提高服务能力。

一方面，公司积极深化落实服务质量战略定位，培育核心竞争力，继续加强对现有枢纽

转运中心进行自动化分拣设备布局和升级，有利于优化分拣流程、提高分拣效率、降低

分拣差错率，促进整体快递网络的协同高效运转，保障快件寄递时效，改善服务质量和

客户体验；另一方面，随着行业业务量的持续快速增长，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公司加速

提升公司自动化水平，不仅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网络的操作和处理能力，保障转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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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而且能够进一步降低中心操作成本，助力公司聚焦和加强转运中心成本管控，

夯实竞争优势。 

为应对未来行业发展及市场竞争，积极深化落实服务质量战略定位，保障转运网络

的稳定性，聚焦和加强成本管控，公司将进一步加快自动化的实施进度，同时结合公司

目前航空货运飞机引进进度，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尚未使用的拟投入“航

空运能提升项目”募集资金（包括前述以自有资金置换的募集资金）变更用于“转运中

心自动化升级项目”。未来公司将根据实际需求使用自有资金购入航空货运飞机，拓展

航空运能。 

三、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492.22万元转入募集资金专户用于置换前期投入“航

空运能提升项目”的募集资金，同时拟将尚未使用的拟投入“航空运能提升项目”募集

资金（包括前述以自有资金置换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35,000.00万元变更用于“转

运中心自动化升级项目”。 

“转运中心自动化升级项目”为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由公

司或下属全资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该项目主要投资于对公司现有枢纽转运中心配置自

动化分拣设备，同步提升快件分拣转运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水平，降低中心操作成本，增

强综合服务能力。本次变更后，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221,929.26 万元，其中

以募集资金投入人民币 135,000.00万元，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1年 3月

31日。截至目前，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3,820.81万元。 

四、变更后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实际运营情况和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

升公司快件中转网络的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快递服务网络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

量，有利于公司培育核心竞争力，增强综合服务能力，以应对未来行业发展及市场竞争，

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且未改变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监督和管理，合法合规

使用募集资金，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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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变更后项目的批准及审批情况 

公司本次系将募集资金变更用于其他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涉及新

增项目，不涉及国家有关部门新增审批或者备案等相关情况。 

具体内容请参阅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7 日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03）。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9 年 1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