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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9月 19日下午 14:30   

现场会议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外环线交口东北侧环岛西路天湾

园公建 1号楼公司三楼会议室 

主持人：曹立明  

会议议程： 

一、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会议出席情况 

二、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 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 股东代表发言 

五、 对股东代表提问进行回答 

六、 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并投票表决 

七、 计票、监票 

八、 主持人宣读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九、 根据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合并后数据，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 

十、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股东、股东代表及参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记录上签字 

十二、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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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完善公司治理，根据国资监管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在公司章程中增加总

法律顾问相关内容，同时对重大关联交易界定、信息披露媒体等条款进行修订，具

体如下： 

原章程中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公司总监。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

指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公司总监、总法律顾问。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公司总监等高级

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总法律顾问；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公

司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

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公司总监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

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公司总监、

总法律顾问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

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300万元或高于

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的关联交易）、

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应由二分之一以

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指公

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且

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0.5%的关

联交易）、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应由

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

事会讨论。 

第二百零九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

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二百零九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

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以上议案敬请各位股东审议。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9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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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

况，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资建设完毕，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4]1107 号）核准，2015 年 1 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包括控股

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 7 家投资者发行股份 309,090,908 股，

发行价格为 5.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699,999,994.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664,009,994.12 元。2015 年 2月 3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第

0197000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

益，公司制定了《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2015 年 5 月 29 日，公司、项目实施主体天津松江置地有限公司、天津松江市

政建设有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的股东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本公告日，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

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有 4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余额 （元） 备注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行 9190101000010000207987 0.00 已注销 

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行 9190101000010000208171 0.00 已注销 

天津松江置地有限公司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行 9190101000010000208000 171,348.02  

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行 9190101000010000208245 1,213,479.79  

注：上述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在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西支行开立

的两个募集资金专户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注销，详见公司临 2017-098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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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5年 4月 9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天津

松江置地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4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本决议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5年 12月 31日有效。 

2015年 6月 8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和《关于控股子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天津松江置地有限公司和

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

况下，分别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和 1.8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决议有效期

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前上述资金已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9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前上述资金已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前上述资金已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于使用

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美湖里商业综

合体项目和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分别有15,500万元和5,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购买理财产品，待该理财产品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户后，公司拟使用美湖里商业

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15,500万元和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闲置募集资金5,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前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使

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23,8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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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6年5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使用

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闲置募集资金9,4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前

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6年6月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使用

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14,25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

前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使

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25,728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目前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使用

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13,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

前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使用

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25,7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

前上述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使用

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11,97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

前尚处于有效使用期限内。 

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使用

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25,7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

前尚处于有效使用期限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37,670万

元，目前尚未到期归还。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 

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699,999,994.00 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664,009,994.12 元。募集资金已经使用 129,783.33

万元，剩余金额为 37,808.48 万元（考虑利息收入、银行手续费等因素，具体金额

以实际划转日为准）。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及剩余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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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额(1)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总额 

理财收益及

利息(4) 

银行手续

费（5） 

剩余募集资金 

(6)=(1)-(2)+(4)-(5) 
实际投入金

额(2) 

应付未付金

额(3) 

美湖里商业

综合体项目 
100,000.00 63,386.75 20,321.97 1,074.76 0.88 37,687.13 

张贵庄南侧

A 地块项目 
66,401.00 66,396.58 0.00 117.48 0.55 121.35 

合   计 166,401.00 129,783.33 20,321.97 1192.24 1.43 37,808.48 

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37,670万元，目前尚

未到期归还。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2月1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募集资金35,678,561.26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的自筹

资金。 

2015年5月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193,707,201.72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的自筹资

金。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情况 

1、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 

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金融用地，项目地上建筑总建筑面

积约为10.64万平方米，为大型商业、写字楼、酒店型公寓的综合体。项目经营主

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松江置地有限公司，该项目总投资为211,053万元，项目

于2014年8月开工，原计划2017年8月竣工，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天津市“严格冬季施

工工地扬尘污染管控”的要求停工，同时由于项目建筑外延进行调整等前期规划调

整原因致使工期延误，于2018年7月27日取得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 

2、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 

张贵庄南侧A地块项目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金融用地，项目的总用地面积为

5.15万平方米。项目经营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该项

目总投资为132,640.38万元，项目于2012年9月开工，并于2016年8月26日和12月1

日取得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 

三、募集资金产生剩余的原因 

1、公司剩余募集资金包括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应付未付的相关工程合同尾

款20,321.97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合同结算金额为准）、项目节余资金、理财收益

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合计金额。 

2、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公司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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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格控制物资采购、工程建设，

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较好地控制了成本，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公司通过对

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压缩了资金支出。 

四、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37,808.48万元

（考虑利息收入、银行手续费等因素，具体金额以实际划转日为准）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公司已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37,67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将不再履行归还程

序。 

在剩余募集资金转为流动资金后，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公司董

事会将委托相关人员办理专户注销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支付的合同尾款将

全部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

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

公司日常业务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相关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以赞成票8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

将全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结项，公司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从项目的

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较好地控制了成本，降低了项目实施费

用，使募集资金出现剩余。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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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

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关于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结项，本次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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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同意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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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天津松江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建设完成，其计划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市场环境，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本次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实施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3、本次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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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 

4、天津松江本次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但仍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国泰君安同意天津松江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敬请各位股东审议。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9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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