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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一、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代表股份总数 

二、宣读《关于监票人和计票人的提名》，并对提名进行举手表决 

三、听取并审议议案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1 《关于公司参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四、股东逐项审议并填写表决票，股东及代理人若需质询，经大会主持人同

意可进行发言 

五、监票人、计票人和工作人员统计现场会议的表决情况 

六、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七、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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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 

（1）为便于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公众股东可以在

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2）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

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

关规定执行。 

2、股权登记日：2017年 11月 7日。 

3、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 11月 13日 14：00。 

4、网络投票时间：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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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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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6、见证律师：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二、会议的组织 

（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二）本次会议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所规定的股东大会的职权。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为：2017年 11月 7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及

代理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以及公司董事会

邀请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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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须知 

（一）本次会议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会议的

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到达会场后，请在“股东签到表”上签

到。股东签到时，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法定

代表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 

2、自然人股东亲自现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股东

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兴国 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回避表决，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4、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及代理人的合

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聘任律师以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代表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

入会场。 

5、为保证会场秩序，场内请勿吸烟、大声喧哗，请将手机调整至振动或关

闭状态，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

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四、表决方式的说明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网络

投票方式请阅《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参加现场会议的每位股东及代理人应在会议签到时向大会领取表决票。 

（二）参加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领取表决票后，请务必填写好股

东名称、持股数、在“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处签名，并且其表决票不得遗

失或转送他人，否则该表决票作废，并按弃权票处理。在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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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股东之投票为无效票。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按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对表决票上的审议内容，

可以表示同意、反对及弃权，并在相应的表决票进行表决，不选、多选或涂改则

该项表决视为弃权。 

（四）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

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五）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

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六）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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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参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关于公司参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充分合理运用公司各项资产，有效提高公

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不超过 7.5 亿元的资金参加重庆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托”或“受托人”）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的“重庆信托·恒瑞 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二

期）”，该期信托资金向江西顺风光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顺风公司”）发放最高额信托借款（最高额借款本金余额不超过

15 亿元），用于江西顺风公司经营周转；本期信托到期前，由江西顺

风公司偿还借款本息，从而实现信托资金的退出；本期信托预期年收

益率为 6.0%（未扣除本信托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及附加，如本

信托运营过程发生增值税及附加，则由受托人以信托财产缴纳，同

时，受益人预期收益率将相应降低）；本期信托期限为 2 年，自本期

信托成立之日起计算。 

江西顺风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注册资本为 4.5 亿元

人民币（实缴到位），系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有限公司（HK.01165）（以

下简称“顺风国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主体。该公司主要从事太阳

能电站发电业务，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43 家太阳能电站项目公司（股

权），总装机容量为 1301兆瓦，均并网发电，纳入国补目录的装机容

量为 843.5 兆瓦；其电站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

光照资源比较丰富，土地成本相对便宜。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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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顺风公司资产 159.38 亿元，负债 152.42 亿元，净资产 6.96 亿

元。2016 年，江西顺风公司发电收入 14.36 亿元，预计未来两年每

年发电收入不低于 14 亿元。截止 2017 年 8 月 31 日，江西顺风公司

应收未收国补电费约为 13 亿元，随着国家对新能源的电价补贴发放

逐步到位，预计未来经营状况将持续向好。 

前述最高额信托借款的担保措施为：（1）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有限

公司、顺风光电控股有限公司、顺风光电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上

海顺能投资有限公司、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江苏长顺信合

新能源有限公司、郑建明、和静天宏阳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和静

正信光伏电子有限公司、焉耆新奥太阳能源有限公司、精河县海润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尉犁县江阴浚鑫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尚德（乌兰）

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吐鲁番市海鑫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苏龙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及图木舒克市荣信新能源有限公司为江西顺风公司

向重庆信托偿还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顺风光电控股有限公司以其持有顺风光电投资（中国）有

限公司 100%股权，顺风光电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江西顺

风光电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江西顺风光电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持

有上海顺能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江西顺风公司向重庆信托偿还

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3）重庆未来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江苏长顺信合新能源有

限公司 100%的股权，江苏长顺信合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和静

天宏阳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95%的股权、精河县海润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尉犁县江阴浚鑫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吐鲁番市海鑫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图木舒克市荣信新能

源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分别为江西顺风公司向重庆信托偿还全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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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质押担保。 

（4）和静天宏阳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吐鲁番市海鑫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精河县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尉犁县江阴浚鑫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市荣信新能源有限公司将其电费收费权、电站

资产抵质押给重庆信托，为江西顺风公司向重庆信托偿还债务提供抵

质押担保。 

（5）江西顺风公司、顺风光电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江苏长

顺信合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其对和静天宏阳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家电站项目公司的应收账款 5.38 亿元、0.57 亿元、3.15亿元分别为

江西顺风公司向重庆信托偿还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江西顺风公司的股东及关联方为其提供了较强的资金与信用支

持，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系香港上市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低

碳节能清洁能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随着行业环境逐步改善、国家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业绩预期有较大提升，2017 年上半年顺风国际

及其附属公司营业收入 49.77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8.0%；

顺风光电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2016 年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评级为 AA 主体，具有良好的主体信用评级，系顺风国际清洁能源有

限公司在中国境内太阳能电站的投资主体，其控制的太阳能电站 2017

年上半年上网电量 787,974 兆瓦时，同比增长 19.2%，实现营业收入

5.70亿元；其关联方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自 2001 年起从事

研发、生产及销售太阳能电池片及太阳能组件，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

率及较为丰沛的现金流，其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45.83 亿元，同比

增长 11.89%。若江西顺风公司无法按时还款，受托人可以要求担保

人履行担保责任，代借款人还款。 

综上，借款人江西顺风公司的本笔借款设置了一系列完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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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同时受托人重庆信托系行业内注册资本排名第一、净利润

排名第二（2016 年）及行业最高评级 A 级的优秀信托公司，始终坚

持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严格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

义务，信托财产的安全性得到较好的保障；该期信托预计收益率高于

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且风险可控。因此公司利用闲置资金加入重

庆信托·恒瑞 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二期），既不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资金需求，又可提高公司投资收益。 

因重庆信托持有公司股票（SH.600106，重庆路桥）149,361,5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8%），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重庆信托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

易为关联交易，重庆信托及其一致行动人均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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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