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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2017年 11月 21日 14：00 

网络投票：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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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月 21日 9:15-15:00。 

二、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 321号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14日（星期二） 

五、会议登记时间：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上午9:00～11:00，下午14:00～

16:00 

六、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七、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召开，介绍股东及其他出席人情况。 

（二）选举现场投票监票人。 

（三）宣读议案 

1、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审计机构的议案； 

2、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增加生产加工服务额度的议案； 

3、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向关联方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 

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向关联方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

建筑物的议案。 

（四）股东对议案进行表决。 

（五）会议休会，工作人员统计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全部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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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复会，宣布表决结果。 

（七）请见证律师对会议情况发表法律意见。 

（八）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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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经公司审核，符合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以及其他出席人员可

进入会场，公司有权拒绝不符合条件的人员进入会场。 

二、与会者必须遵守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安排。进入会场后，应按照会务安

排及次序就座。会议期间，应保持会场安静，不得干扰大会秩序、寻衅滋事、打

断与会人员的正常发言以及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会务组有权予以制止

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股东发言顺序按持股数量排列。 

四、股东发言范围仅限于本次大会审议的议题或公司的经营、管理、发展等

内容，超出此限的大会组织方有权取消发言人该次发言资格，董事、总经理、监

事或应答者有权拒绝回答无关问题。 

五、股东对公司有关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建议可采取口头发言或书面形式，

但口头发言时间应服从大会会务组安排。 

六、股东及股东代表应严肃认真独立行使表决权，不得干扰其它股东的表决。 

七、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大会表决时，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投票时，

表决分为赞同、反对或弃权，空缺视为无效表决票。 

八、公司董事会聘请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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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一：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各位股东： 

2017 年 2 月 1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任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提交 2017年 3月 17日召开

的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由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 月受到行政处罚（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6]8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 号），财政部、证监会决定：自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到第二次行政处罚之日起暂停承接新的证

券业务；2个月内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根据核查情况，财政部、证监会做

出是否恢复其承接新的证券业务的决定。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被暂停承接新业务，整改结束后能否通过相关部门核查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取

消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整改

工作核查情况及处理决定的通知》（财会便[2017]12 号），财政部、证监会同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 2017 年 4 月 7 日起恢复承接新的证券业

务。 

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提供相关审计服务。为保持审计业务的连续性，现提议 2017年度继续聘任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中介机构。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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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二：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增加生产加工服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年 3月 17 日，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潍坊乐

星化学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潍坊乐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

星化学”）向本公司提供 CPE、PE 及部分辅料等产品，预计发生金额为 47000

万元，占同类业务比例 100%。 

2017年 6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

联方签订<生产加工服务协议>的议案》，经公司与潍坊乐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乐星化学”）协商一致，决定采取生产加工服务合作方式，即：由公司向

乐星化学提供生产 CPE 全部所需原材物料，乐星化学向公司提供 CPE 生产加工服

务，预计生产加工服务费 2800 万元左右。合作方式的改变，可降低公司与乐星

化学的关联交易额度。 

目前，公司客户对 CPE产品需求旺盛，为维护原有客户，满足新开发客户的

产品需求，保证公司销售市场的稳定，公司拟与乐星化学增加生产加工服务费

1000万元。 

该项关联交易按照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关联交易额拟为 38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潍坊乐星化学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潍坊市寒亭区民主街 529号 

法定代表人：张磊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柒仟肆佰贰拾柒万玖仟叁佰元整 

成立日期：2004 年 04月 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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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2004 年 04月 06日至 2034年 04月 05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氯化聚乙烯及相关化学工业产品；锂电池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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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注：潍坊乐星化学有限公司原名为潍坊亚星湖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星湖石”），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潍坊亚星湖石化工有限公

司 75%股权的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将持有的亚星湖石 75%股权转让给东营

市志远化工有限公司，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完成转让亚星湖石 7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后 12

月内与亚星湖石（即乐星化学）存在关联关系。 

 

三、以上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根据乐星化学人工、折旧等费用进行测算，同时以本

公司相同产品费用为参考且不高于本公司相同产品费用，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司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措施手段，有利于保证

公司销售市场的稳定、维护原有客户。实现双方互惠互利，对公司有着较为积极

的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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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三：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向关联方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6 年 11 月 1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潍坊亚星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事项：公司向深圳品汇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品汇”）转让潍坊赛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

林贸易”）100%股权。公司已将拥有的潍国用(2010)第 C036号]126514 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全部附着房产向赛林贸易完成增资，赛林贸易注册资本为

80,456,112元。 

上市公司出售赛林贸易旨在通过盘活资产、改善资产结构、补充营运资金、

缓解经营压力并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基于 2017 年公司内外部形势的变化，经与

深圳品汇协商，双方同意终止公司向深圳品汇转让赛林贸易 100%股权事项。主

要原因如下： 

（1）2017年市场经济形势向好，上市公司坚定不移地实行销售、质量、生

产“三位一体”管理，强化技术服务力量，扩大市场、巩固市场，开发新的客户，

提高主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话语权，保证所有产品产销平衡。公司主营业务实

现盈利，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173,565.95万元、净资产 1,448.58

万元、净利润 789.32 万元。 

（2）鉴于公司产品产销两旺，受场地制约及生产需要，公司拟将赛林贸易

土地上附着房产作为原材料、产成品储存仓库和物流使用。 

（3）2017年潍坊市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公司厂区土地增值空间大。终止上

述转让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综上，经与深圳品汇协商，双方决定终止向深圳品汇转让赛林贸易 100%股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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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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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四：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向关联方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6 年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外需不足”和“内需不振”的双重制 

约下,氯碱化工行业经营面临较大挑战,公司资产负债率维持高位,现金流较为 

紧张，主营业务亏损。为盘活资产,改善资产结构,补充运营资金,降低财务费用, 

缓解经营压力提高持续经营能力， 2016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转让资产的议案》，公司向深圳品汇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品汇”）转让潍国用（2014）第 C014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及其地上建筑物，该事项已经 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基于 2017 年公司内外部形势的变化，经与深圳品汇协商，双方同意终止公

司向深圳品汇转让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事项。主要原因如下： 

（1）2017年市场经济形势向好，上市公司坚定不移地实行销售、质量、生

产“三位一体”管理，强化技术服务力量，扩大市场、巩固市场，开发新的客户，

提高主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话语权，保证所有产品产销平衡。公司主营业务实

现盈利。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173,565.95万元、净资产 1,448.58

万元、净利润 789.32 万元。 

（2）2017年，潍坊市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基于公司厂区土地增值空间大，

终止上述转让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综上，经与深圳品汇协商，双方决定终止向深圳品汇转让上述土地使用权及

其地上建筑物事项。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