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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勇先生 

时  间：2016年 12月 27日 

地  点：张家港保税区石化交易大厦 2718 会议室 

主要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审议通过本议程； 

二、主持人介绍现场参会股东人数及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 

三、宣读并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以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关于保税科技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的议案》 

四、股东议事、发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 

五、提名并选举唱票、监票人员（律师参与）； 

六、现场会议书面表决； 

七、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八、统计表决结果，向大会报告； 

九、宣布大会表决结果； 

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到会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十二、宣布会议结束。 

 

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2月 27日 

 



议案一 
 

关于公司以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848 号文《关于核准张家港保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保税科技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7,272,727 股，发行价格为 11.00元/股。截至 2014 年 9月 19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39,999,997.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6,00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13,999,997.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圆全验字

[2014]00030028号《验资报告》。 

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和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保荐机构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港城支行、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

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

程中不存在问题。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1、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江国际”）的收购仪征国华 100%股权及相应债权；2、收购中油泰富 9万立

方米化工罐区资产；3、张家港保税区华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化

工”）31.58 万立方米液体化工储罐建设项目；4、补充流动资金。 

2015年 12月 12日，公司披露《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2015-088），公司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担任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国泰君安承接了原保荐机构东

吴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2015年 12月 28日，控股子公司长江国际、全资子公司华泰化工与专户银行及

国泰君安签订了《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16年 11月 28日，本次募集资金累计已经使用 59,925.68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1）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日应付

未付金额

（3） 

截至日累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

额（4）=（1）-（2）-

（3） 

收购仪征国华 100%

股权及相应债权 
10,900.00 10,664.62 0 235.38 

收购中油泰富 9万立

方米化工罐区资产 
12,100.00 12,083.36 0 16.64 

31.58万立方米液体

化工储罐建设项目 
34,400.00 23,177.70 1,937.59 9,284.71 

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0 14,000.00 0 0 

合  计 71,400.00 59,925.68 1,937.59 9,536.73 

截至 2016年 11月 28日，募集资金整体使用及节余情况为：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1,400.00 

减：募投项目实际投入金额 59,925.68 

加：利息收入净额 353.79 

减：尚需支付金额（合同尾款及质保金） 1,937.59 

节余募集资金余额 9,890.52 

 

三、募集资金产生节余的原因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截至 2016年 11月 28日，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尚需支付的工程合同尾款和质保金及节余资金。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产生节余资金的主要原因为： 

1、31.58 万立方米液体化工储罐建设项目在施工期间发现南区建设用地缩水

（缩水原因是保税港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的两道围墙占用了建设用地）、北区储罐与

相邻单位安全间距不够等问题，华泰化工本着经济、安全、适用的原则，适时调整

了罐区的布置、适当修改了工程设计，将南区原规划的 27座储罐调整为 24座，库

容量亦从 244,200立方米调整为 235,200立方米；将北区 8座储罐调整为 5座，库



容量亦从 71,600立方米调整为 49,000立方米。规划方案调整后的罐区建设规模为

建造立式储罐 29座，建成后有效容积由 315,800 立方米变更为 284,200 立方米（具

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的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

鉴于规划方案的调整，项目建设规模有所下降，项目建设费用有所降低。 

2、收购仪征国华 100%股权及债权、收购中油泰富 9万立方米罐区资产项目实

际使用募集资金略低于计划投资额。 

 

四、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运营成本，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9,890.52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划款日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要。尚需支付的工程合同尾款及质保金1,937.59万元继续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董事会将委托

相关人员办理本次专户注销事项。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

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

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确保募集资金合法、有效使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2月 27日 



议案二 

 

关于保税科技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及相应担保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6 年 12月 2日，保税科技总裁办公室收到外服公司提交的“张家港保税区

外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关于申请 2017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报告”、保税贸易提交

的“张家港扬子江保税贸易有限公司申请 2017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报告”及同辉

汽车提交的“张家港保税区同辉汽车物流有限公司申请 2017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

报告”,报告显示： 

一、外服公司 2016 年度经保税科技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的总授信额度为人民

币 7. 0亿元（实际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5亿元）。为保证 2017年外服公司代理服

务业务的正常开展，结合业务发展需要，外服公司申请将 2017年度的银行授信额

度调整为人民币 5.95 亿元。具体授信银行及授信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授信银行 
2016年度 2017年度

计划授信

额度 

说明 
实际授信额度 起止日期 保证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24,000 

2016.03.15- 

2017.03.15 

保税科技/

金港资产 
24,000 维持不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金港支行 
9,000 

2016.02.10- 

2016.12.24 

保税科技/

金港资产 
9,000 维持不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 
10,000 

2016.07.01- 

2017.07.31 

保税科技/

金港资产 
6,500 调减额度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016.02.03- 

2017.02.02 

保税科技/

金港资产 
5,000 维持不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7,000 

2015.11.30- 

2016.11.29 

保税科技/

金港资产 
7,000 维持不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分行 
  

保税科技/

金港资产 
5,000 新增额度 

其他拟合作银行   
保税科技/

金港资产 
3,000 新增额度 

合计 55,000   59,500  

外服公司上述 2017年度总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95亿元（具体以银行实际

授信为准），期限一年，由外服公司股东按持股比例担保。同时提请保税科技授权



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5.95 亿元范围内可调整授信银行及授信

额度。 

 

二、保税贸易 2016 年度经保税科技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的总授信额度为人民

币 13.50亿元（实际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1.5亿元）。为打造专业的贸易金融服务

平台，不断完善产业链配套服务，结合公司明年的业务发展需要，保税贸易申请 2017

年度的银行授信额度调增至人民币 20亿元。具体授信银行及授信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授信银行 

2016年度 2017年度 

说明 实际 

授信额度 

起止日期 保证人 
授信额度 保证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11,000 

2016.06.24-

2017.05.18 
保税科技 13,000 保税科技 调增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5,000 

2016.02.25-

2017.02.16 
保税科技   调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22,000 

2016.06.08-

2017.06.08 
保税科技 25,000 保税科技 调增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 
20,000 

2016.07.26-

2017.07.25 
保税科技 20,000 保税科技 维持不变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2016.03.02-

2017.02.02 
保税科技 10,000 保税科技 维持不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 
7,000 

2016.09.01-

2017.09.01 
保税科技 7,000 保税科技 维持不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15,000 

2016.01.26-

2016.12.23 
保税科技 18,000 保税科技 调增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5,000 

2016.02.04-

2017.02.03 
保税科技 5,000 保税科技 维持不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5,000 

2015.11.30-

2016.11.29 
保税科技   调减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15,000 

2016.11.24-

2017.11.24 
保税科技 15,000 保税科技 维持不变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10,000 保税科技 新增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30,000 保税科技 新增 

其他拟将合作银行    47,000 保税科技 调增 

合计 115,000   200,000   

保税贸易上述 2017 年度总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具体以银行实际授

信为准），期限一年。同时提请授权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20亿

元范围内可调整授信银行及授信额度。 



 

三、为打造专业的汽车物流及金融服务平台，结合公司明年的业务发展需要，

同辉汽车申请 2017年度的银行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亿元。具体授信银行及授信额

度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授信银行 

2017年度 

说明 
授信额度 保证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5,000 全体股东按股比担保 新增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行 
5,000 全体股东按股比担保 新增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0,000 全体股东按股比担保 新增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行 
10,000 全体股东按股比担保 新增 

其他拟将合作银行 20,000 全体股东按股比担保 新增 

合计 50,000   

上述 2017年度总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具体以银行实际授信为准），

期限一年，由同辉汽车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担保，其中保税贸易按持股比例担保的

51%的部分由保税科技提供担保。同时提请授权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担保总额度

不超过 5亿元范围内可调整授信银行及授信额度。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