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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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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特制定 2017 年第八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一、本次会议设立股东大会会务组，具体负责会议期间的组织及

相关会务工作。 

二、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

权益，务请出席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及相

关人员准时到达会场签到确认参会资格。股东参会登记当天没有通过

电话、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的，不在签到表上登记签到，或会议正式

开始后没有统计在会议公布股权数之内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不参加

表决和发言。 

三、请参加人员自觉遵守会场秩序，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

调至振动状态。 

四、股东在会议召开期间准备发言的，请在会议开始前到大会会

务组登记并填写“股东大会发言登记表”。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就相

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先向大会会务组申请，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

方可。 

五、股东在大会上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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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每位股东发言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分钟，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

股份数额和姓名。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回

答股东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

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

权拒绝回答。议案表决开始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议案表决

结束后，大会安排股东代表发言、提议及咨询交流活动。 

六、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表

决，具体投票方式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120）。 

七、为保证每位参会股东的权益，谢绝个人录音、拍照及录像，

对干扰会议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

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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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 年 12 月 25 日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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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场会议地点：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机场南路 15 号。 

三、与会人员： 

（一）截至 2017 年 12 月 18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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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

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

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报告股东现场到会情况； 

（二）宣读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三）推举计票人和监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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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读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 2018 年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现场与会股东发言及提问； 

（六）现场与会股东对各项议案逐项进行投票表决； 

（七）计票人、监票人和工作人员清点并统计票数； 

（八）宣读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及股东大会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现场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在 2017 年第八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一）宣布公司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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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 2018 年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前提，公司及子公司

拟开展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具体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中的进出口业务主要采用美元、欧元等外币进行结算，

因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

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拟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办理远期结

售汇业务提前将换汇交易成本固定在一定水平，可以有效避免汇率大幅波动导致

的不可预期的风险。  

 

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品种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金融

产品，且只限于从事与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相同的币种，

开展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且金额与预测回款金额相匹配的外汇远期结售汇

业务，所用结算货币主要是美元和欧元等。 

 

三、预计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情况 

1、预计远期结售汇金额：预计未来一年内远期结售汇累计总金额不超过收

入的 80%（或其他等价外汇）。 

2、开展期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3、为提高工作效率，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2018 年在上述金额范围

内审核并签署相关文件。若本议案审议通过，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财务

总监负责签署上述远期结售汇业务相关协议及文件。 

 

四、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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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原则，不做投机

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但远期结售汇操作仍存在一定的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售汇汇率报

价可能偏离公司实际收付时的汇率，造成公司汇兑损失。 

2、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

回，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 

3、回款预测风险：业务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

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

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交易遵循套期保值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

交易，主要的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及时掌握

客户支付能力信息，加大跟踪催收应收账款力度，尽量将该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

围内。 

2、公司及子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进出口业务支出和收

入，远期结售汇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进出口业务预测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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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第四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修订）

第三十一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修订）第七十八条中关于“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

票”和“上市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的规定要求，需要

对《公司章程》中涉及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不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

比例限制条款进行修订。 

为了加快推进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发展步伐，建立健全选人育人机制，更好地

培养具有决策和组织、指挥能力的高管团队，公司拟实行轮值总经理（首席执行

官 CEO）制度。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份条款的具体内容如下： 

 

原文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对同一

事项有不同提案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在股

东大会上不得对同一事项的不同提案同时

投同意票。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对同一

事项有不同提案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在股

东大会上不得对同一事项的不同提案同时

投同意票。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

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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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股东可以向其他股东公开征集其

合法享有的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提

名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但不得采取有

偿或变相有偿方式进行征集。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

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股东可以向其他股东公开征集其

合法享有的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提

名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但不得采取有

偿或变相有偿方式进行征集。 

公司对征集投票权不设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3 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

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4 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

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

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总经理提

名，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财务总监一名，由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由董事长提

名，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在董事会审议其

受聘议案时，应当亲自出席会议，就其任

职资格、专业能力、从业经历、违法违规

情况、与公司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等情况进行说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首

席执行官 CEO）一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

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总经理（首

席执行官 CEO）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 CFO 一

名），由总经理（首席执行官 CEO）提名，

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由董事长提

名，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总经理（首席执行官 CEO）、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在董事会审议其

受聘议案时，应当亲自出席会议，就其任

职资格、专业能力、从业经历、违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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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情况、与公司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等情况进行说

明。 

第一百四十八条  总经理每届任期三

年，连聘可以连任。 

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司实行轮值总经理

（首席执行官 CEO）制度，轮值总经理（首

席执行官 CEO）每届任期不超过三年，连聘

可以连任，具体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公司章程》里涉及总经理的描述统一修订为总经理（首席执行官 CEO）、

财务总监描述统一修订为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 CFO）。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