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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17 年 8 月 25日下午 15：00 

二、会议地点：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一楼第

二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人：王民董事长 

四、议程内容：   

（一） 宣布会议开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网络投票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审议议案： 

1.关于 2017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变更数字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 

4.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回答股东提问 

（四）指定现场会议记票人、监票人 

（五）宣布现场股东大会到会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六）现场对议案进行表决 

（七）宣布休会 

（八）由记票人、监票人对现场表决结果进行统计，上传现场投票

统计结果至上交所信息公司，并下载表决结果 

（九）复会，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十）见证律师确认表决结果，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通过并签署会议决议 

（十二）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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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归属于

上 市 公司 股东 的净利 润 为 153,145,756.60 元 ，母 公司 未分 配 利润 为

432,306,987.09 元，拟以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505,825,296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39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120,892,245.74元（含税）。公司已于 2017年 8月 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请予审议。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会议资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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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中共安徽省国资委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关于转发<

中共中央组织部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

章程的通知>的通知》（皖组通字〔2017〕18 号）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对

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新增 

第二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和上

级党组织要求，在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党组织在公司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坚持和落实党的建设和

公司改革发展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

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

党建工作同步开展。公司党组织活动依照《中国

共产党章程》及相关政策规定办理。 

第三条  工会组织活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

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秘[1999]198 号

第四条 公司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会议资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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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

照号为 3400001300011。 

公司经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秘[1999]198 号

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40000711774870R。 

第八章   加强党的建设 

第一百四十九条  公司根据《党章》规定，

设立中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

下简称“股份公司党委”），健全中国共产党在

公司内的基层组织体系，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

备党务工作人员，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党的组织及纪检、监察、

工会等组织的设置及其活动，按照《中国共产党

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宣部等《国有文化企

业进一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的若干规定（试行）》

有关要求办理。党组织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

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

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一百五十一条  认真贯彻落实“围绕发展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企业党建精神，进

一步强化党组织在公司改革发展中的核心领导作

用。股份公司党委职权包括：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讨论涉及内容导向管理的重大事项；确保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依法行使职权；

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作，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

团等群众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研究

决定公司重大人事任免，讨论审议其它“三重一

大”事项；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

表大会开展工作；研究其它应由公司党委决定的

事项。 

第八章 公司党组织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成立中国共产党时代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

党委”），同时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

“公司纪委”），各分公司、子公司相应成立党

组织，隶属公司党委。 

第一百五十二条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

规定，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公司党委由 9 人组成，

设书记 1人，副书记 1人，其中专职副书记 1人；

公司纪委由 5人组成，设书记 1人，副书记 1人。

公司党委和纪委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

任期 3 年。 

1.党委书记、董事长由一人担任，党员总经

理兼任党委副书记。 

2.符合条件的公司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

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

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按

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公司党委。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党委研究讨论是董事

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提程序，公司重大

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会研究讨论后，再由董

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定。党委研究讨论重大问题

决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公司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

律法规和上级重要决定的重大举措。 

2.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生产经

营方针、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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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二条  坚持和加强党对深化公司

改革发展工作的领导。坚持同步谋划党的建设,确

保公司高度稳定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公司改革

方案必须对改革后企业党组织隶属关系调整、党

组织的机构设置、党务人员配备、党员组织关系

转接和党建工作保障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实现

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和工作对接。 

第一百五十三条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完善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对公司各级领导人员

进行分类分层管理,保持企业领导人员队伍相对

稳定。坚持广开推荐渠道,依规考察提名,依法履

行程序,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

制。 

第一百五十四条  股份公司党委要把党建工

作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把抓党建工

作的实效作为考核企业党委书记、副书记的重要

内容,考核其他党员领导人员要加大党建工作权

重。对在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中不认真履行从严治

党责任,造成企业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建工作削弱

以及党员管理松懈、放任自流的,严肃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第一百五十五条  切实落实反腐倡廉“两个

责任”。股份公司党委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

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加强党性教育、法治教

育、警示教育，引导公司各级子公司领导人员坚

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正确

履职行权。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严格落实反

“四风”规定，努力构筑惩防并举的有效机制。 

 

3.公司资产重组、产权转让、资本运作、大

额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 

4.公司重要改革方案和重要管理制度的制

定、修改。 

5.公司合并、分立、变更、解散以及内部管

理机构的设置和调整，下属企业的设立和撤销。 

6.公司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选聘、考核、

薪酬、管理和监督。 

7.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8.公司在特别重大安全生产、维护稳定等涉

及企业整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采取的重要措

施。 

9.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重要事项。 

10.其他需要公司党委研究讨论的重大问题。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党委议事通过召开党

委会的方式进行，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

别酝酿、会议决定，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对公司党建工作系统谋划、统筹协调、整

体推进。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中长期规划和年度

计划，制定年度党建工作计划（要点），对公司

党的建设进行系统部署和安排。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党的工作机构和党务工作

人员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人员编制。公司设立专

门的党务工作机构，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原则上按

照不低于职工总数的 1%配备。 

第一百五十七条  落实党建工作经费，按照

不低于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 1%的比例安排，纳入

企业管理费用税前列支。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党委行使对干部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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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严格用人

标准，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规范动议提名、

组织考察、讨论决定等程序。 

公司党委在市场化选人用人工作中发挥领导

把关作用，做好确定标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

推荐人选等方面工作。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

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公

司党委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

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向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

人选，会同董事会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集体研

究提出意见建议。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纪委履行监督执纪问

责职责。协助公司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

协调反腐败工作；加强对公司党委、党的工作部

门以及所辖范围内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遵守党章

党规党纪、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落实“两

为主”要求，综合运用“四种形态”严格监督执

纪，聚焦主责主业加强队伍建设。 

公司对《章程》进行上述修订后，公司《章程》相应章节条款依次顺延。 

请予审议。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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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数字出版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实施主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公司全资孙公司安徽时代漫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

漫游”）控股股东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时代新媒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少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

加强公司数字出版项目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便于对募集资金的专项管理，公

司拟将前期由时代新媒体投资及拨付给时代漫游使用的 3,500万元数字出版项

目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由时代新媒体变更为时代漫游。公司已于 2017 年 8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数字出版项目部分募

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请予审议。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会议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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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时代创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

科技”）、安徽出版印刷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物资公司”）及间接控股子

公司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物资”）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

模、提高经济效益，满足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拟为上述三家子公司提供总额

320,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拟为全资子公司时代科技提供金额为 100,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

任担保； 

2.拟为全资子公司出版物资公司提供金额为 110,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

带责任担保； 

3.拟按照 80%的持股比例，为间接控股子公司时代物资提供金额为 110,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1年。 

具体授信银行、期限及金额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亿元 

序

号 

授信银行 本次授信担保预案 

分/支行名称 授信担保效期 小计 
时代 

科技 

出版 

物资 

时代 

物资 

1 交通银行 合肥祁门路支行 1年 2.00  2.00  

会议材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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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2.00 1.00 1.00  

3 农业银行 金寨路支行 1年 1.50 1.00 0.50  

4 中信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7.00 2.00 3.00 2.00 

5 杭州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5.50 1.00 1.50 3.00 

6 光大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6.00 2.00 1.00 3.00 

7 徽商银行 合肥巢湖路支行 1年 4.00 1.00 2.00 1.00 

8 民生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2.00 1.00 - 1.00 

9 招商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1.00 1.00 -  

10 浦发银行 合肥分行 1年 1.00   1.00 

小计  32.00 10.00 11.00 11.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拟提供担保的所属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 

代表人 
经营范围 

时代科技 1500 尹翔 资产管理、运营、投资，新兴传媒科研、开发、推广和应用等。 

出版物资 1000 夏屹 
印刷机械及配件、印刷器材、油墨、纸张销售，铅、锡、锌、铜、

铝零售，印刷技术咨询服务，印刷覆膜加工等。 

时代物资 1000 沈光能 

许可经营项目：三类医疗器械销售；煤炭批发经营；石油苯、焦化

苯、丙烯、硫酸、环己烷、烧碱销售。一般经营项目：印刷机械及

配件、印刷器材、油墨、纸张及原辅材料、机油、电子产品、工艺

礼品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汽车（不含小轿车）、棉花、橡

胶、塑料、化工材料、农产品销售；印刷技术咨询服务；印刷覆膜

加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等。 

2．公司拟提供担保的所属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1）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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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 

负债率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时代科技 73826.44 65898.36 29887.83 65866.22 89.26% 7928.08 159655.29 527.97 

出版物资 86827.04 75984.74 3000 75984.74 87.5% 10842.3 85234.87 2323.5 

时代物资 78865 73981  73981 93% 4883 230479 236 

（2）截止 2017年 6 月 30日经审计的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 

负债率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时代科技 86136.93 78926.88 39723.99 78906.20 91.63 7210.05 103393.18 -653.43 

出版物资 81369 69549 5000 69549 85.47% 11820.3 58410.3 978.03 

时代物资 87773 82692 0.00 82692 94% 5081 109652 597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时代科技、出版物资、时代物资为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满足流动资金需

求，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公司拟为上述三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为 320,000 万元的银

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年。 

四、本担保事项需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

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由于被担保对象时代科技、出版物资、时代物资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将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科技、出版物资及间接控股子公司时代物资进一步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满足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拟为上述三家子

公司提供总额 320,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

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可控性强。公司将严格按照内部管理规章，进行重大事项的随

时监控，升级资金管理系统，逐级每笔监管；达到一定金额，必须提供有效担保和

抵押，加强风险控制。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加公司盈利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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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质量，是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时代科技、出版物资、时代物资经

营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在所属子公

司流动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所属子公司经营实际和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可控性强，

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

上所述，我们同意将《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时代科技、出版物资、安徽时代少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间接

控股子公司时代物资提供总额为 33.4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

保实际发生金额为 30.5 亿元，未使用金额为 2.9 亿元，未使用原因为银行未足额

批复。截至 2017年 8月 9日，累计担保余额为 25.9亿元，上述余额将根据银行审

批期限（一年）陆续到期。 

上述担保余额 25.9 亿元占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1.18%。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请予审议。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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