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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时间：2017年 9月 29日下午 14:00 

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58 号市北高新商务中心三楼宴会厅。交通方

式：地铁一号线汶水路站换乘公交 04路至市北高新园区总部经济园站。 

会议主持：董事总经理 张弛先生 

见证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 

会议议程: 

一、宣读大会注意事项；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2、审议《关于修订<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5.00、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5.01、发行规模； 

5.0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5.03、债券期限及品种； 

5.04、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还本付息方式； 

5.05、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5.06、赎回或回售条款； 

5.07、发行方式； 

5.08、担保安排； 

5.09、募集资金用途； 

5.10、上市场所； 

5.11、承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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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偿债保障措施 

5.13、决议有效期 

6、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发行中期票据、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三、股东提问与发言； 

四、大会进行表决； 

五、宣布表决结果； 

六、宣读法律意见书； 

七、宣读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八、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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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2017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费用分别

为人民币 80万元（含税）和 40万元（含税）。 

 

本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

议。 

 

 

 

 

 

 



议案二：审议《关于修订<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各位股东： 

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建议修订公司章

程的部分条款，具体修订部分如下： 

序号 修订前条文 修订后条文 

1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936,652,402 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873,304,804元。 

2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36,652,402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其中人民币普通

股（A 股）703,727,402 股，占股份总数

的 75.13%；人民币特种股（ B 股）

232,925,000 股，占股份总数的 24.87%。 

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

限公司。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873,304,804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其

中人民币普通股（A股）1,407,454,804 股，

占股份总数的 75.13%；人民币特种股（B

股）465,850,000股，占股份总数的 24.87%。 

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

公司。  

 

本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

议。



议案三：审议《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人民币 14亿元（含 14亿元）的中期票据，具体方案如下： 

（一）注册发行规模 

本次拟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亿元（含 14亿元）的中期票据。具体

发行规模将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获批的金额为限，根据公司资金

需求情况及市场环境确定。 

（二）发行时间及期限 

公司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关核准文件后，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及

市场环境一次或分期择机发行。单笔中期票据期限不超过 5年。 

（三）发行利率 

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水平以及公司资信情况确定。 

（四）发行对象 

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发行。 

（五）资金用途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金融机构借款以及用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及政策要求的项目建设等。具体用途及金额比例根据监管要求及公司实际需求情

况确定。 

（六）承销方式 

聘请具备主承销商资质的金融机构承销，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组织承销团，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七）决议有效期 

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获批的中期票据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本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

议。 



议案四：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公司的实际情况

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逐项对照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具备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

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本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

议。 

 



议案五：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发行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含 14 亿元），具体发

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

定。 

（二）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公司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三）债券期限及品种 

本次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

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公司债券具体期限及品种构成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并在本次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四）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由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协

商确定。本次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五）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所规定

的合格投资者。本次公司债券可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

配售比例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状况以及发行

具体事宜确定。 

（六）赎回或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债券是否设置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及相关条款，具体内容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七）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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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采取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规定期限内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

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八）担保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由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具

体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

况确定。 

上述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关联人向上市公司提供担保，且上市公司未提供反

担保的”情形，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述担保事项豁免按照关联交易

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公司股东大会在审议该担保事项时，关联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

司及市北高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无需回避表决。 

（九）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偿还公司债务。募集资

金的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财务状况与

资金需求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十）上市场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交

易。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办理公司债券的上市交易事宜。 

（十一）承销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进行承销。 

（十二）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承诺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

付债券本息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采取相应偿还保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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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十三）决议有效期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本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

议。 

 

 



议案六：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证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特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公司债券的相关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 

1、就本次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发行事宜向有关部门、机构办理登记、备案、

开户等手续； 

2、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

行中期票据、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

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是否设计回售条款、利率调整条款和赎回条款等含权

条款、担保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及具体金额、增信机制

及保障措施等与本次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3、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 

4、为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并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5、签署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公司债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 

6、在本次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中期票据、公

司债券上市、还本付息等事宜； 

7、如监管部门对发行中期票据、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

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

项之外，依据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意见或新的市场条件对本次中期票据、公

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8、办理与本次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发行及交易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9、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为本次中期票据、

公司债券发行的获授权人士，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中期票据及公司债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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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董事会授权人士可行使上述授权。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开发行中期票据、公司债券方案

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予以审

议。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