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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2017 年 5 月 11 日） 
 

一、审议《关于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菏泽银座和谐广场租赁经营场所物业

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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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菏泽银座和谐广场 

租赁经营场所物业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开拓商业零售市场，本公司子公司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之分公司菏泽银

座和谐广场拟向物业开发方菏泽鲁商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其在其合法拥有的位于菏泽市

牡丹区人民路与长城路 2011-10 的商业用地上投建商业房产，用于商业经营。该租赁

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124250 平方米，菏泽银座和谐广场计租建筑面积共 89270 平方米，

租赁期限为 20 年。 

菏泽鲁商置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同受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菏泽鲁商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2580422639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菏泽市牡丹北路 1499 号 

法定代表人：董红林 

注册资本：5000 万元，全部由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 

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8 日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物业管理服务与咨询，建筑

物维修服务，装饰装修工程；房地产代理业务，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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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鲁商置业有限公司为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山东省鲁商置业有

限公司为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菏泽银座和谐广场为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的分公司，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上述公司与本公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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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租赁标的为菏泽鲁商置业有限公司在其合法拥有的位于菏泽市牡丹区人民路与长

城路 2011-10 的商业用地上投建商业房产，该租赁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124250 平方米，

包括：专有使用的商业房产、附属用房、配套设施、设备、系统、广告位以及附属的

停车场及其他场地。 

2．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综合考虑了门店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业商业地理位置、以

及周边地市租赁门店的租金水平等因素，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租赁范围 

该租赁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124250 平方米，菏泽银座和谐广场计租建筑面积共

89270 平方米，其中地上部分（含地下一层经营部分面积）89270 平方米：商业南区地

上一层 5800.51 平方米、二层 5594.48 平方米、三层 5673.13 平方米、四层 5643.12 平

方米，商业北区地上一层 10807.7 平方米、二层 11223.11 平方米、三层 11894.59 平方

米、四层 11643.65 平方米、五层 8710.36 平方米及地下超市商业区域 12279.35 平方米；

地下车库 34980 平方米；租赁房屋外围的地面广场区域及其他场地。地下车库与外围

地面广场及其他场地不计租金。 

2．租赁期限及租赁费用起算日 

租赁期限为 20 年，租期起始日为租赁费用起算日，即：菏泽银座和谐广场正式开

业之日。租赁合同期满前 6 个月，双方应就是否继续租赁该租赁房屋进行协商，菏泽

银座和谐广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 

3．租赁费用支付方式与金额 

20 年租金总额为 39147.55 万元。租赁费用标准为： 

第一至三年租赁费用标准为：租金 1,466.75 万元/年；第四至六年租赁费用标准为：

租金 1,613.43 万元/年；第七至九年租赁费用标准为：租金 1,774.77 万元/年；第十至十

二年租赁费用标准为：租金 1,952.25 万元/年；第十三至十五年租赁费用标准为：租金

2,147.47 万元/年；第十六至十八年租赁费用标准为：租金 2,362.22 万元/年；第十九至

二十年租赁费用标准为：租金 2,598.44 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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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租金需在每个年度 11 月 1 日前付清。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租赁物业是为了开设商业零售门店，属于正常经营行为，是遵循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 

六、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与会委员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参照了周边

地市租赁门店的租金价格，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客观、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实际。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独立

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已提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租赁该物业的关

联交易是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的，在审议本次租赁事项时，与本次交易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该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未损害

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7 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017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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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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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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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章程》第一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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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现修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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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其他有关规

定，制订本章程。” 

二、原《章程》第二条为“公司系依照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市中政发（1984）

第 103 号文件和其他有关规定，于 1984 年 11 月 1 日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市分行济银股集字（1984）第 1 号文件批准，以募

集方式设立；在济南市市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1996年，公

司已对照《公司法》进行了规范，并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履行了重新登记手

续，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3700001807027，公司系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现修改为“公司系依照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市中政发（1984）第 103 号文件和

其他有关规定，于 1984 年 11月 1日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公司经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市分行济银股集字（1984）第 1 号文件批准，以募集方式设立；在

济南市市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1996年，公司已对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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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了规范，并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履行了重新登记手续，取得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号 3700001807027，2016年 5月 4日，原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0002671701644。公司系依照《公

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三、原《章程》第五条为“公司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中

段，邮政编码：250012。” 

现修改为“公司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中段，邮政编码：

250063。” 

四、原《章程》第十九条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520,066,589 股。股本结构为：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5,898,216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74,168,373 股。” 

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520,066,589 股。股本结构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18,56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17,548,029 股。” 

五、第五章后增加“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一百二十四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在公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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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共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批准，

设立中共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和中共银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纪委）。公司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纪委

书记人选按照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权限审批。公司党组织关系隶属中共山东省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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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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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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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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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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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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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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三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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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司对章程做出上述修改后，相应的章节、条文序号依次顺延或变更。除以

上修改，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除以上修改，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

股东大会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办理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的修改及相关的工商变更

登记备案手续，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2017 年 9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