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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须知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顺利召开，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望全体参会人员

遵守执行：  

一、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应当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

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二、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股东及股东代表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自觉遵守大会纪律，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以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三、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

行，简明扼要。建议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三分钟。  

四、股东及股东代表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大会

进行表决时，股东及股东代表不再进行大会发言。 

违反上述规定者，大会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五、本次大会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参加监票，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由总

监票人公布表决结果。  

六、本次大会由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七、在会议中若发生意外情况，公司董事会有权做出应急处理，以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  

八、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移动电话调至振动档，会场内请勿吸烟。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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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201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2 点 30 分 

会议地点：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27 层会议中心 

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许晓曦先生 

见证律师所：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向大会报告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及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 

三、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公司为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议案》 

3.《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四、股东提问和发言 

五、主持人宣布议案现场表决办法，推选现场计票、监票人 

六、总监票人、见证律师验票箱 

七、现场股东投票表决 

八、休会，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票，将现场表决结果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进行汇总 

九、复会，总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十、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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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办公地点和经营范围的变化，原《公司章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公司新的需求

和发展，因此需要对原《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一、原第七条为“公司注册住所为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南路国贸大厦十八层，邮政编

码：361004。” 

现修订为“公司注册住所为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2801单元，

邮政编码：361016。” 

二、原《公司章程》第十五条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批发易燃液体，具体许可经营范围详见（闽厦安经（乙）

字[2005]000266（换））；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

营项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项目）；珠宝首饰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货物运输代理；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业务（不含

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机械设备仓储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黄金、

白银及制品的现货销售；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批

发。” 

现修订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

控化学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工

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

批的项目）；珠宝首饰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其他未列明

运输代理业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机械设备仓储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黄金现货销售；白银现货销售；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

第三类医疗器械零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八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

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注册住所、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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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变更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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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议

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7 年 11 月，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南昌

同筑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同筑”）与远洋地产控股子公司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远东新地”）签署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厦门市翔安区 2017XP02 地块

（项目公司：厦门东悦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悦地产”）。截至目前，双方各自直接和

间接持有东悦地产 50%股权。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8 年 7 月，东悦地产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建支行（以下简称“债权

人”）住房开发贷款授信额度批复，约定借款总额 4.5 亿元，期限 3 年。根据债权人的要求，

东悦地产项目除办理项目土地抵押外，远洋地产应作为控股股东对债务人（东悦地产）全额

借款 4.5 亿元提供流动性支持，直至借款清偿完毕。 

鉴于公司合计持有东悦地产 50%股权，公司拟按实际持股股比为远洋地产提供不超过

2.25 亿元的流动性支持作为反担保。股东双方按照出资及权益股比承担担保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

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二）基本情况 

名称：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56 号远洋国际中心 A 座 31 层 

法定代表人：李明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注册资本：706,487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在规划范围内经营远洋天地一区、二区、三区、远洋

广场组团项目；远洋山水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六期；石景山区石槽 E-01 地块、

石槽区居住项目、石景山区石槽 E-02/E-03 地块；北四环东路 B 地块、73 号 A 地块、73 号

CD 地块项目等房地产项目；房地产相关咨询；酒店和度假村的经营管理；出租自有商业用

房、出租自有办公用房；在东至红军营路中线、西至 94 拨 181 用地边界东红线及北京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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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公司用地围墙、南至北苑一号路中线、北至 88 拨 102 用地边界及其与 94 拨 181 用地东北

角连线的规划范围内，开发建设朝阳区来广营乡 A3 地块居住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远洋地产的资产总额为人民

币 16,954,796.2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2,610,836.2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8,816,043.55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2,813,805.55 万元。2017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3,149,007.40 万元，净

利润为 503,948.91 万元。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远洋地产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1,020,965.6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6,143,272.5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2,716,941.89 万元），资产净额

人民币 3,043,542.66 万元。2018 年 1-6 月的营业收入为 998,380.20 万元，净利润为 269,817.73

万元。上述 2017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作）审计，2018

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远洋地产最新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018 年 5 月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三、流动性支持的主要内容 

鉴于东悦地产与债权人签订房地产借款合同，且远洋地产向债权人就东悦地产借款义务

提供全额流动性支持，公司向远洋地产承诺，若东悦地产未按约定按时、足额向债权人支付

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的，公司将在不超过 50%持股比例且不超过 2.25 亿

元的范围内承担流动性支持义务，包括向东悦地产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或向东悦地产增资

或提供股东贷款，或为东悦地产的上述支付义务依照持股比例承担连带的差额补足义务；若

公司未承担上述流动性支持导致远洋地产承担超出持股比例的流动性支持责任的，公司同意

按股比在不超过 2.25 亿的额度内承担相应的补足责任。公司提供的流动性支持在东悦地产

向债权人清偿全额借款后解除。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八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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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工作原因，公司监事傅本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提名林伟青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任

期一致。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林伟青，男，1970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曾任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金

管理部总经理，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部副总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二〇一八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