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网材料 

 

 

 

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1 月 9 日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勇先生 

时  间：2018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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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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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月 9日 

 



议案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结合《公

司章程》实施情况，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条款目录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七十四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

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

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

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

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

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

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

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

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除上述条款外，其他条款不变。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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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股东审议。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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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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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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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报告”及张保

同辉提交的“张家港保税区同辉汽车物流有限公司申请 2018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

报告”,报告显示： 

一、外服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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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亿元（实际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45亿元）。为保证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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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的银行授信

额度调整为人民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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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计

划授信额度 
说明 

授信额度 起止日期 保证人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016.11.21- 

2017.11.20 

保税科技/

金港资产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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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调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6,500 2017.05.10- 

2018.05.31 

保税科技/

金港资产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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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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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5,000 - - - 调减 

其他拟合作银行 3,000 - - - 调减 

合计 59,500   24,500  

外服公司上述 2018年度总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4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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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保税科技持有外



服公司 54%股权，担保金额为 1.323亿元；金港资产持有其 46%股权，担保金额为

1.127亿元。 

 

二、保税贸易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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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亿元（实际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5.4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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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的银行授信额度维持人民币 20亿元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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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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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2017.06.06-

2018.06.06 
保税科技 15,000 保税科技 不变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33,000 

2017.09.13-

2018.09.13 
保税科技 33,000 保税科技 不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 
20,000 

2017.07.11-

2018.07.10 
保税科技 20,000 保税科技 不变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2017.02.08-

2018.02.07 
保税科技 10,000 保税科技 不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支行 
5,000 

2017.11.14-

2018.11.14 
保税科技 5,000 保税科技 不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18,000 

2017.01.10-

2017.12.20 
保税科技 18,000 保税科技 不变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8,000 

2017.03.16-

2018.03.15 
保税科技 8,000 保税科技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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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10,000 

2017.01.24-

2018.01.24 
保税科技 10,000 保税科技 不变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10,000 

2017.03.29-

2018.03.29 
保税科技 10,000 保税科技 不变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10,000 

2017.03.31-

2018.03.31 
保税科技 10,000 保税科技 不变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 
- - - 5,000 保税科技 新增 

其他拟合作银行 - - - 41,000 保税科技 新增 

合计 154,000   200,000   

保税贸易上述 2018 年度向银行申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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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科技持有保税贸易 100%股权，担保金额为

20亿元。 

 



三、为打造专业的汽车物流及金融服务平台，结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张保

同辉申请 2018年度的银行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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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说明 
授信额度 保证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10,000 保税科技/上海同辉 新增 

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保税科技/上海同辉 新增 

其他拟将合作银行 10,000 保税科技/上海同辉 新增 

合计 30,000   

张保同辉上述 2018 年度向银行申请的总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具体

以银行实际授信为准），期限一年，由张保同辉股东按持股比例担保，其中保税贸

易按持股比例担保的 66%的部分由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98亿元；上海同辉

持有张保同辉 34%股权，担保金额为 1.02亿元。 

同时提请授权外服公司、保税贸易及张保同辉，根据实际情况在担保总额度不

超过 2.45 亿元、20亿元和 3亿元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情况适当调整授信银行及授

信额度。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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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