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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主持人：董事长张轩松先生 

一、 宣布股东签到及确认到会情况 

二、 议案简介: 

1、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6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5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6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5 年银行授信、贷款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6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贷款计划

的议案 

8、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5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6 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9、 关于聘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6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相关审计费用的议案 

10、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1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东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浦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3、 听取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三、 议案报告及独立董事述职 

四、 股东发言 

五、 宣读表决方法 

六、 投票表决 

七、 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八、 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议案一：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报告人：张轩松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现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提交审议。 

该报告回顾总结了2015年度行业政策动向、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和董事会工作情况，并

分析了2016年行业发展趋势及机遇、公司目标与战略及风险因素和对策。  

 

附1：《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5 

议案二：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报告人：林振铭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经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现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提交审议。上述报告回顾并总结了公司监事会2015年度的工作情况。  

 

附2：《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6 

议案三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报告从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

会工作情况及监事会关注事项，公司重大事项，2015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经审计)等各方

面如实反映了公司2015年度整体经营运行情况。其中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了公司2015年财务报表及附注，认为该报表及附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并按照有关上

市规则的要求作了恰当披露，因此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述报告及其摘要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特此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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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和2016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报告人：朱国林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2015年，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波动较大，尤其是7月份以后三大需求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

经营环境三要素顾客、竞争、变化也发生巨变。为此，公司全体经营班子共同努力，以变

应变，实现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75%，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较上年度减少

28.92%，没有完成年初的双增长20%的预算目标。现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和2016年度

财务预算情况汇报如下： 

一、公司资产负债情况 

1、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030,410.41万元，较年初增加482,453.32  万

元，增幅为31.17%。其中，流动资产1,193,041.32万元，占资产总额的58.76%；非流动资

产837,369.08万元，占资产总额的41.24%。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流动资产 1,193,041.32 825,020.72 44.61 

非流动资产 837,369.08 722,936.37 15.83 

资产总计 2,030,410.41 1,547,957.08 31.17 

 

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44.61%，主要为2015年3月非公开发行股票56.7亿元，现金大幅

增加；所持金枫酒业的公允价值有所提升两个因素所致。 

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 15.83%，主要为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固定资产、装修费等项目大

幅度增长所致。其中本年度新增对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7.51 亿元的投资额；新店装修、

老店整改等固定资产投入增加 4 亿元。 

2、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负债总额802,291.55万元，较年初减少99,2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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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减幅为11.01%。其中，流动负债792,931.72万元，占负债总额的98.83%；非流动负

债9,359.83万元，占负债总额的1.17%%。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流动负债 792,931.72 889,323.41 -10.84 

非流动负债 9,359.83 12,210.99 -23.35 

负债总计 802,291.55 901,534.40 -11.01 

 

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 10.84%，主要为本年度归还了 13.69 亿元银行借款，截止 12 月

31 日银行短期借款已全部偿还。 

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 23.35%，主要为本年度归还 3400 万元的长期借款，截止 12

月 31 日银行长期借款已全部还清。 

3、资产运营状况指标分析 

项  目 2015年1-12月 2014年1-12月 同比增减（%) 

应收账款周转率 396.11  351.02  45.09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0.92  1.04  -0.12  

应付账款周转率 6.58  6.52  0.06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55.45  56.00  -0.55  

存货周转率 8.50  8.37  0.13  

存货周转天数 42.94  43.59  -0.65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的提升，主要是加快客户货款的回款以及与供

应商费用结算的速度；致使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缩小至 0.92 天。应付账款周转率有所上升，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较上年同期减少 0.55 天。存货周转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存货周转天

数 42.94 天较上年同期减少 0.65 天。主要归功于公司进一步加强供应链整合，部份品类已

实现垂直供应链管理；加强异常商品精细化管理，对高库存和滞销品进行全方位的数据化

跟踪处理；将库存数据分享给供应商，实现商品进销存零供联动管理。 

4、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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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报告期年末数（%) 报告期年初数（%) 同比增减（%) 

流动比率 150.46 92.77 57.69 

速动比率 79.71 48.87 30.83 

资产负债率 39.51 58.24 -18.73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年初下降18.73%，流动比率、速动比率都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

2015年3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大幅增加所有者权益，同时归还了所有银行欠款，大大提高公

司整体偿债水平。 

二、公司经营情况 

1、经营计划完成情况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1.45亿元，同比增长14.75%，占年度预算445亿元的

94.59%。 

与上年同期对比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2015年1-12月 2014年1-12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4,214,482.96 3,672,680.30 14.75 

综合毛利率 19.83% 19.66% 0.90 

销售费用 637,653.79 526,387.61 21.14 

管理费用 96,990.82 82,807.78 17.13 

利润总额 79,732.55 108,429.12 -26.47 

净利润 60,006.99 85,268.82 -29.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60,532.83 85,156.04 -28.92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4.75%，2015年度受全球经济影响同店同比增

长率为-2.2%，销售增长主要是依靠新开业的62家门店所创造；利润总额、合并净利润、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较同期下降 26.47%、29.63%、28.92%，主要是由于销售

增长趋势放缓，2015年度对外投资发生亏损，而费用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工成本、租金、水

电费等刚性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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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项  目 2015年1-12月（%) 2014年1-12月（%) 同比增减（%) 

综合毛利率 19.83 19.66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65 13.92 -8.27 

 

公司报告期综合毛利率19.83%，同比增加0.18%，主要是由于其他业务毛利率增加导

致。2015年3月非公开发行股票8.13亿股增加股东权益56.7亿导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5%较上年同期下降8.27%。 

三、公司2016年度公司财务预算 

从政府层面传达出来的信号来看，2016年依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年，经济环境压力

仍存。  

从公司内部来看，随着门店合伙人机制的持续推进，几大事业部改革创新的进一步深

入，以及公司信息化、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公司内部“精细化成长”的空间依然很大。 

同时，与外部投资合作伙伴的合作往来的日益密切，共享各自企业的优势，特别是供

应链的规模效应，都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从财务管控角度，公司将在通过改革提升执行力、通过创新把握新业务新机遇方面继

续加大投入。依托现有的零售行业，通过电商项目、彩食鲜项目及金融公司项目等多元化

的经营方式打开新的市场等，为未来的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16年公司将通过以上努力，争取保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稳定增长。  

2016年公司在保证新开店投资的同时，加快四川彭州、东北地区物流基地的建设工作，

推动彩食鲜项目在重庆及北京的落地生产，继续对信息化系统项目和人力资源建设（“1933

工程”和系统培训项目)的投入，实现公司长效发展。 

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交并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11 

议案五 

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报告人：朱国林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5年度公司合并范围内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5,328,259.90元，母公司净利润为821,186,666.08元。依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拟按以下方案对母公司的利润进行分配： 

一、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82,118,666.61元。 

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739,067,999.47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272,135,131.10元，扣除2014年度现金股利分配488,145,008.53元，2015年度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1,523,058,122.04元。 

三、按公司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公司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610,130,416.20元。本次拟分配的利润

占当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0.79%。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912,927,705.84元转入下一年度。 

四、按公司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公司全体股东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4,067,536,108股。转增完成后，公司

总 股 本 为 8,135,072,216 股 。 截 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母 公 司 资 本 公 积 余 额 为

5,678,300,884.21元，转增4,067,536,108元后资本公积余额为1,610,764,776.21元。 

 

上述议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特此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12 

议案六 

关于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6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报告人：朱国林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就公司关联交易汇报如下： 

一、2015 年度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于 2015 年度发生如下关联交易，合计交易金额 201,561,764.79

元。 

(一)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张轩松先生租赁四处物业，2015 年租

金合计 11,114,236 元，其中： 

1、公司(大学城店)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上

街镇 316 国道北侧(原余盛批发市场)部分物业，面积 2,643 平方米。2015 年度租金为

597,000 元； 

2、公司(公园道店)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金

山生活区六期北面公园道一号物业的负一层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8,540 平方米。2015 年度

租金及物业费为 4,099,200 元； 

3、公司自 2012 年 7 月起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仓

山区金山生活区六期北面公园道一号物业的二至五层部分用于公司总部管理人员的办公场

所，面积 5,259 平方米，2015 年租金为 946,620 元。 

4、公司(大儒世家店)向关联方张轩松先生租赁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金牛山北侧甘洪路东

侧 D 地块一、至二层物业，面积 10,008 平方米。2015 年度租金为 5,471,416 元； 

(二)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产生交易金额 190,447,528.79 元，其

中： 

1、2015 年公司向北京友谊使者商贸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159,221,879.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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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年公司向四川永创耀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11,784,338.72 元； 

3、2015 年公司向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9,776,675.09 元； 

4、2015 年公司向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1,439,602.86 元； 

5、2015 年公司向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1,594,950.84 元； 

6、2015 年公司向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服务，收取服务费 319,510.00

元； 

7、2015 年公司向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6,068,376.06 元； 

8、2015 年公司向牛奶有限公司旗下万宁超市出租部分场地收取租金 242,195.71 元。 

二、2016 年度公司关联交易计划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16 年度拟发生如下关联交易，合计交易金额 177,163.62

万元。 

(一)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张轩松先生租赁

五处物业，2016 年租金(含预付款)预计为 3,563.62 万元，其中： 

1、公司(福州大学城店)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闽

侯县上街镇国宾大道 268 号 16#部分物业，面积 10,532.7 平方米。预计 2016 年度租金为 

462.86 万元； 

2、公司(福州公园道店)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仓

山区金山生活区六期北面公园道一号物业负一层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8,540 平方米。预计

2016 年度租金及物业费为 461.16 万元； 

3、公司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生活区

六期北面公园道一号物业二至五层部分用于公司总部管理人员的办公场所，面积 5,259 平

方米，预计 2016 年租金为 94.66 万元。 

4、公司(福建浦城店)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租赁位于福

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兴华路 888 号物业二层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10671.90 平方米。2016 年

度为培育期租金及物业费为 0 元，为获取优惠的租赁条件拟预付未来四年零五个月的的房

租计 2,0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大儒世家店)拟向关联方张轩松先生租赁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金牛山北侧甘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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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 D 地块一、至二层物业，面积 10,008 平方米。预计 2016 年度租金为 544.94 万元； 

(二)向关联方采购或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预计交易金额 173,600 万元，其中： 

1、2016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北京友谊使者商贸有限公司采购商品，预计采购金额

25,000 万元；  

2、2016 年公司拟向四川永创耀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20,000 万元； 

3、2016 年公司拟向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预计销售金额 300 万元； 

4、2016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预计销售金额 500 万元； 

5、2016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销售或采购商品及服务，预计交

易金额 40,000 万元； 

6、2016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或采购商品及服务，预计交

易金额 67,800 万元，同时预计 2017 年交易金额 9.25 亿元，预计 2018 年交易金额 10.28

亿元； 

7、2016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销售、采购商品

或使用服务，预计交易金额 10,000 万元； 

8、2016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牛奶有限公司销售或采购商品及服务，预计交易金额

10,000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计划遵循市场原则，将以公允价格进行交易，并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规章履行有关程序。 

    上述议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特此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分项表决。

根据《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关联股东张轩松先生、张轩宁先

生需回避此项议案中涉及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张轩松先生进行关联

租赁及销售商品的有关事项的表决；关联股东牛奶有限公司需回避此项议案中涉及向关联

公司牛奶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采购商品或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的有关事项的表决。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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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公司2015年度授信、贷款情况及2016年度申请授信计划的议案 

报告人：朱国林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贷款无余额。全年共发生财务费用-2458万元，其中：利息

支出(扣利息资本化部分)2090.56万元、利息收入10069.94万元、汇兑收益-31.77万元、金

融手续费等5553.15万元。 

2015年银行授信和贷款启用情况如下： 

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

(亿元) 

启用额度

(亿元) 

截止2015年12月31

日贷款余额(亿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20.00  2.3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10.00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 8.00 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 7.00 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7.00 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5.00  0  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福建省分行营业部 3.00  0  0  

中国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2.00 0 0 

合计 62.00  2.30  0  

 

2016年公司计划新开门店60-80家，部分老店整改，建设物流等项目，预计2016年投

资规模将达30亿元，为获取优质的商业物业及拓展新项目预留20亿元投资额度。预计2016

年度公司自有资金及到位募集资金可满足经营及现有项目建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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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公司在需要时有良好的融资能力及融资渠道，2016年度(至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公司拟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亿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2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1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 1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1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 8.00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8.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7.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3.00 

合计 76.00  

 

公司2016年度(至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向上述各家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总

计为柒拾陆亿元(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生产

经营和投资建设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张轩松先生全权代表公司在

2016年度(至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签署上述授信额度之内的一切与授信有关的合

同、协议等各种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上述议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特此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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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16年薪酬预案》 

的议案 

报告人：罗达英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经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公司薪酬管理体系拟定、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核定及董事会审议通

过，现汇报公司董事、监事201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16年薪酬预案如下： 

一、公司董事、监事201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2015年报酬金额(元) 

(税前) 

1 张轩松 董事长 591,600  

2 张轩宁 副董事长 591,650  

3 郑文宝 董事 594,000  

4 叶兴针 董事 591,650  

5 

艾特·凯瑟克 

(Adam Phillip 

Charles Keswick) 

董事 - 

6 
关义霖(Graham 

Denis Allan) 
董事 - 

7 沈皓瑜 董事 - 

8 周国良 独立董事 137,500 

9 王   津 独立董事 37,500 

10 方  青 独立董事 37,500 

11 刘晓鹏 独立董事 37,500 

12 林振铭 监事会主席 594,400  

13 赵彤文 监事 - 

14 陈   颖 
监事兼第一业务集群副

总经理 
77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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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熊厚富 监事兼财务高级经理 307,798  

16 张建珍 监事兼人力高级经理 269,800  

合计 4,569,636 

 

说明：监事张建珍女士实际发放的报酬金额略超经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监

事2015年薪酬预案所定的266,000元，上浮比例为1.43%。该超额发放系季度绩效考核结果

超过标准情况所致。 

    经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2015年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由含税100,000元调整

为含税150,000元。该津贴按季度发放，2014年第四季度独立董事津贴于2015年第一季度

发放，2015年第四季度独立董事津贴当季发放。 

 

    二、公司董事、监事2016年薪酬预案 

 

序号 姓名 职务 
2016年报酬金额(元) 

(税前) 

1 张轩松 董事长 600,000 

2 张轩宁 副董事长 600,000 

3 郑文宝 董事 600,000 

4 叶兴针 董事 600,000 

5 

艾特·凯瑟克 

(Adam Phillip 

Charles Keswick) 

董事 - 

6 
关义霖(Graham 

Denis Allan) 
董事 - 

7 沈皓瑜 董事 - 

8 王   津 独立董事 150,000 

9 方  青 独立董事 150,000 

10 刘晓鹏 独立董事 150,000 

11 许  萍 独立董事 150,000 

12 林振铭 监事会主席 600,000 

13 赵彤文 监事 - 

14 陈   颖 监事 1,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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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熊厚富 监事兼财务高级经理 500,000 

16 张建珍 
监事兼第二业务集群 

人力合伙人队长 
900,000 

合计 6,050,000 

 

    其中，熊厚富先生及张建珍女士的薪酬分别上浮达62.34%及238.35%；前者系因薪酬

基数较低进行的合理调整，后者系获晋升为第二业务集群人力合伙人队长。陈颖女士、张

建珍女士2016年另将分别参与第一业务集群、第二业务集群合伙人计划，薪酬水平将随该

计划考核调整。 

    上述公司董事、监事2016年薪酬预案中独立董事候选人许萍女士的薪酬计划将在补选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上述议案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提交并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特此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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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报告人：朱国林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一、拟续聘独立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及所有子公司2016

年度审计及其它常规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2016年度审计费用为不含税人民币金额257万

元，包含年度合并财务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各子公司年度财务报告

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报告等审计报告。与上述审计有关的其他费用(如审计人员的交通费、食

宿费等)由公司承担。 

二、拟续聘独立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及所有子公司2016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为公司出具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为不含税人民币金额85万元。与上述审计有关的其他费用(如审计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等)

由公司承担。 

 

上述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交并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特此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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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周国良先生因有关规定要求于2015年12月22日向公司董事

会提交了辞呈，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其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中所任

职务。 

有鉴于此并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拟补充选举许萍女士(简历附后)成

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候选人简历 

 

许萍，女，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 

厦门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

国注册会计师，入选“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福建省首届管理会计

咨询专家，福建省审计学会理事，福建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福建省中青年经济研究会

理事，福建省农业综合开发专家库财务专家，福建省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评委会评委。

具有多年的会计执教经历和研究经历，对财务会计业务十分熟悉。主要研究领域是财务会

计、审计。参加并完成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多项。主要为本科生开设《高级财务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课程；为研究生开设《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报表分析》、《会

计政策选择》等课程。许萍教授于2010年1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现任鸿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以上议案，特此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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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关于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报告人：朱国林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因公司资金使用具有季节性，为充分利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一

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拟利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提供的对公理财产品，在保证本金安全的

前提下，适时实施理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在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财

务总监具体组织实施相关安排。 

一、拟购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概述 

目前部分大型商业银行提供对公理财产品，购买这类理财产品对公司而言是一种资金

的合理运用方式，与银行定期存款在风险、收益、流动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因

此风险相对可控。经过相关银行询问，认为购买这类理财产品风险相对可控，收益高于存

款类产品。能有效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收益，具体如下： 

1、发行方：仅限四大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证券交易所； 

2、期限：单笔不超过6个月，其中以3个月以内期限的产品为主包括一天、七天等产品； 

3、额度限制：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单支产品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在总额度内

滚动使用； 

4、产品类别：本金安全型银行理财、国债逆回购、货币型基金等产品； 

5、授权期限：自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资金来源 

拟购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等各种

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有暂时闲置资金适度购买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产

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购买仅限于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风险相对可控，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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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

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可

能低于预期。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 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相关人

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特此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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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二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东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申请浦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报告人：朱国林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上海东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东展国贸”)为公司持股55%的控股子公司。截至2015

年12月31日，东展国贸总资产17,117.43万元、净资产3,121.69万元、资产负债率81.76%；

2015年度营业收入4.49亿元，净利润16.23万元。 

为支持东展国贸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拟为该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静安支行申请的人民币伍仟万元授信继续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与该笔授信期限相同；

同时提请授权董事长张轩松先生签署有关担保文件。 

本次担保前本公司为东展国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本次担保由东展国贸

提供反担保。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特此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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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十三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附1、2及《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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