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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一、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 年 9 月 8 日下午 14：00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投票时间： 2017年 9月8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7 年 9 月 8 日 9:30-11:30，13:00-15:00 

三、现场会议地点：济南市经十路10777号东楼29楼第三会

议室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刘卫国董事长 

五、现场会议议程： 

(一) 主持人介绍股东及股东代表到会情况 

(二) 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出售山东鲁银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2.审议《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与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审议《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三) 推举监票人和计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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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票表决 

(五) 宣布表决结果 

(六) 律师事务所律师宣读会议法律意见书 

(七) 宣读会议决议 

 (八)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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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一 

 

关于出售山东鲁银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山东鲁

银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授权经理层启动山东鲁银

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术品公司”）股权转让前期

准备工作。现评估工作已结束，经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拟按不低于 16,362.15万元挂牌转让艺术品公司

100%股权，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一、艺术品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1.名称：山东鲁银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济南市经十路 20518 号 

法定代表人：李雅琳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 

成立时间：2012 年 2 月 15 日 

经营范围：绘画、雕塑类工艺品生产、销售；首饰、玉器的

销售；代理艺术家作品及承办艺术品展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艺术品公司由我公司全资设立。艺术品公司办公楼抵押

给银行，为公司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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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将根据出售情况提前办

理解除质押手续。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股权转让前后艺术品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该公司继承。 

3.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艺术品公司总资产 13313 万元，

负债 263万元，净资产 13051万元。2016年利润总额-384万元、

净利润-384万元。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山东正源和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股权转让后，艺术品公司原职工由我公司妥善安排。艺术品

公司办公楼存在对外租赁情况，房屋租赁收益及车位租赁费用，

自股权变更之日起，由受让后的艺术品公司收益及承担，同时承

担相应权责。 

本次交易若摘牌方为关联交易方，则可能产生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 

四、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因艺术品公司持续亏损，且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不符，为依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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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规盘活资产，公司拟转让艺术品公司股权。艺术品公司不存

在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等情况。公司不存在为艺术品公司提供担

保、委托理财等情形。 

公司拟以不低于 16,362.15 万元在公开市场挂牌转让艺术

品公司 100%股权，按此方案产生盈利约 7,000 万元。本次交易

实施后预计将对公司 2017 年度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因本

次挂牌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预计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

利润的具体影响金额。公司将根据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进行持续

披露。 

请各位股东、各位代表审议。 

 

2017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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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二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集团”）为公司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 5.2 亿元。经 2013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持有的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粉末冶金公司”）90.57%股权为莱钢集团

提供反担保。因粉末冶金公司账面净值低于莱钢集团为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根据莱钢集团要求，公司拟追加持有的子公司山东省

鲁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鲁邦”）91%股权和

莱芜鲁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芜鲁邦”）100%股权为莱

钢集团提供反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莱芜市钢城区友谊大街 38号 

法定代表人：罗登武   

公司注册资本：伍拾亿元整  

莱钢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主要数据情况（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月 31日 2017年 5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64,179,398,113.89 156,542,818,9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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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35,741,733,111.96 35,430,195,579.88 

营业收入 59,634,670,828.12 28,352,438,931.60  

净利润 1,113,424,957.18 1,969,424,062.67 

莱钢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本次反担保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二、具体担保内容 

莱钢集团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 5.2亿元。公

司以持有的子公司粉末冶金公司 90.57%股权、山东鲁邦 91%股权

和莱芜鲁邦 100%股权为莱钢集团提供反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

的资产价值 58170万元。 

三、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26161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5.7%。具体明细如下： 

1.对山东鲁银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9996 万元,

提供业务付款担保 15885万元，合计担保 25881万元； 

2.对鲁银集团禹城粉末冶金制品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280

万元。 

请各位股东、各位代表审议。 

 

2017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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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三 

 

关于公司与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

使用成本，经公司与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钢财务公司”）协商，双方拟签订为期一年的《金融服务协议》

（详见附件）。 

因山钢财务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金融服务协议》须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请各位股东、各位代表审议。 

 

附件：金融服务协议 

 

                                   2017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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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协议 

 

甲方：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20518号 

 

乙方：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号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高甲方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

使用成本，经与乙方协商，甲方与乙方签订为期一年的《金融服

务协议》，协议内容如下： 

一、 合作原则 

（一）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共创、共进、共赢、合作

自愿的原则； 

（二）乙方为甲方（包括甲方合并范围内的权属子公司，下

同）提供非排他的金融服务。 

 二、服务内容 

（一）存款服务 

 （1）甲方在乙方的存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

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且不低于国家其他金融机构向甲方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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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同档次存款所定的利率，其中定期存款利率按照同期基准利

率上浮 20%。 

（2）甲方存放在乙方的存款余额不得超过甲方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的 5%且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期末货币资金（募集资金与存放于境外资金除外）总额的

50%。 

 （二）贷款服务 

1.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贷款利率由双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现

行颁布的基准贷款利率厘定，且贷款利率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

构向甲方提供的同期同档次贷款之利率。有关信贷服务的具体事

项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2.在《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向甲方提供不少于人

民币肆亿元的信用额度（包括贷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等）。 

（三）结算服务 

1 乙方根据甲方指令为本公司提供免费资金结算服务，以及

与结算相关的辅助服务。 

（四）保险代理服务 

乙方向甲方提供保险代理服务，甲方根据自身资产状况，

向乙方提出投保意向，乙方根据价格、服务等要素通过招投标方

式为甲方选取保险公司，乙方收取费率不高于国内其他保险代理

机构收取的费率。 

 （五）其他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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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在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为甲方提供担保、委

托贷款、票据贴现、财务和融资顾问等其他金融服务； 

2.乙方承诺按照优于其他金融机构的费率向甲方提供其他

金融服务。 

三、乙方的资金风险控制及承诺 

（一）确保资金管理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

产负债风险，满足甲方支付需求；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颁布的财

务公司风险监测指标规范运作，资产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主

要监管指标符合中国银监会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一旦发生可能危及甲方存款安全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对

甲方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乙方将于 2个工作日以书面

形式及时向甲方履行告知义务，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

扩大。同时，甲方可以立即调回所存款项。 

(三)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的资金无法正常支付结算，由此带

来的损失应由乙方承担。 

（四）乙方根据甲方需要提供会计报表。 

（五）乙方任何一个财务指标必须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管理办法》第 34 条规定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监管指标考

核暂行办法》规定的以下监管要求：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  

（2）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25％；  

（3）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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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保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5）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高于40%;  

（6）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高于 30%； 

（7）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20％；  

（8）不良资产率不应高于4％；  

（9）不良贷款率不应高于5％；  

（10）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应低于100％；  

（11）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应低于100％；  

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上述比例进行调整，乙方应

遵守调整后的比例限制。 

四、争议解决 

本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可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

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五、协议期限 

本协议将于订约双方签署并经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有

效期为一年，自签署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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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页） 

 

 

甲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 

 

日期：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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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四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为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把加强党

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第一条：为维护公司、股

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

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

章程。 

第一条：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中

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

行）》、《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

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和其他有关规定，制

订本章程。 

增加 在第四章后，增加《党的基层组织》作为第

五章，由第九十七条至第一百零三条组成，后续

条款序号依次顺延。 

增加 第九十七条：根据《党章》等有关规定，在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工作机构，

配备党务工作人员。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设立中

共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简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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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党委”）和中共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

律检查委员会（简称“公司纪委”）。公司党组

织关系隶属中共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增加 第九十八条：公司党委按照有关规定逐级设

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

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党

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

例》定期进行换届选举。  

增加 第九十九条：公司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

治核心作用，坚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通

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

公司坚持改革发展正确方向；通过议大事抓重点，

加强集体领导、推进科学决策，推动公司全面履

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通过党管干

部、党管人才，建强企业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

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人才保证；通过抓基层打基

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领导群众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凝心聚力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通过落实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正风肃纪、防范风险。 

增加 第一百条：公司健全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明

确公司党委会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

理层的职责边界，将公司党委的机构设置、职责

分工、人员配置、工作任务、经费保障纳入管理

体制、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建立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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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第一百零一条：公司建立党委议事决策机制，

明确公司党委决策和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事项的范

围和程序。公司党委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

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

须经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

决定。 

增加 第一百零二条：公司党委议事决策应当坚持

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重

大事项应当充分协商，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增加 第一百零三条：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

供必要条件，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党组织工

作经费应纳入公司年度预算方案。 

 

请各位股东、各位代表审议。 

 

2017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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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之五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公司监事唐顺礼先生提出辞职，公司监

事会现提名刘长菊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满。 

请各位股东、各位代表审议。 

 

2017 年 9 月 8 日 

 

刘长菊女士简历 

刘长菊，女，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中国二

十一冶投标、预算编制、竣工结算员，济钢预算处建筑及安装工

程预结算审查及工程标的编制员，济钢审计部工程评标、结算统

计、建筑及安装工程审计员等职，现任山钢集团审计部济南分部

工程审计业务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