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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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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终止项目为“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

管理中心建设项目”，并计划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84 号）核准，甘肃刚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方式向 9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10,175,875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每股 7.96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264,999,965.00 元。此次各项发行

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5,816,2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3,249,183,765.00 元。 

2015 年 12 月 28 日在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884,999.93 元后，

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3,258,114,965.07 元（含未支付的发行费用人民

币 8,931,200.07 元）缴存于公司的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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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众会验字（2015）第 6187 号）予以

验证。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

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场

支行 

270302002920010299

5 

381,078.37  

合计 381,078.37  

2016 年 8 月 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暨对全资子公司

实缴出资并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

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悦玺科技”）。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场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

行签署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根据《四方监管

协议》，悦玺科技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场支行、浙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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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开立了“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悦玺科技 “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

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二、拟终止募集资金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本次拟终止项目为“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

管理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45,300 万元，公司原计划在项

目建设期的两年内，建设完成可用于支持 O2O 营销的信息管理中心，

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开设 5 家店面面积 1500-2000 平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 

825000001012001000243

40 

88,440,992.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场

支行 

2703020029200109584 110,509,382.46  

合计 198,950,3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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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黄金销售区域旗舰店，用于支持 O2O 的线下体验。2016 年 8 月，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悦玺科技。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59,237,040.07 元，剩余募

集资金 199,331,453.59 元（含资金利息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广场支行 2703020029200102995 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 

三、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主要原因 

公司终止“O2O 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项目”的主要原因为

市场环境出现一定变化，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增大，本着

负责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的宗旨，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决定终止该募投

项目的实施。 

四、后续资金使用安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本

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计划将剩余募集资金 199,331,453.59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受利息收入调整的影响，实际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特此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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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6日 

议案二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完善公司经营制度、适应公司战略发展的实际需要，拟对公司章

程修订如下： 

一、新增条款第二节股东大会的一般规定第四十二条，同步修改章

程中条款编号： 

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

债务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

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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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六）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提供担保、受赠现金资产、

单纯减免公司义务的债务除外）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本条中的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

委托理财，委托贷款）；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

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债务重组；签订许可使

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

易等。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

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但资产置换

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 

交易标的为公司股权,且购买或者出售该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更的,该股权所对应的公司的资产总额和主营业务收入,视

上述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交易,应当按照

累计计算的原则，经累计计算的发生额达到上述权限，应当根据本章程

相关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已经按照相关条款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再

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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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条款第七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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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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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现修订为第七十九条，相关内容修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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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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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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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

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

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三、原条款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由上届董事会或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以上的股东提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由上届监事会或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以上的股东提出。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提供的候选人材料对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后，根

据本章程规定的董事及监事名额，确定董事和监事候选人名单，提请股

东大会表决。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股东大会就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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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非职工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即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董

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投给一人，也

可以将表决权任意分配给各候选人。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

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实、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其职责。董事会应向股东公告董事、监事的

简历和基本情况。 

现修订为第八十三条，相关内容修订如下：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

份的股东提名，其余的公司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由上

届监事会或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以

上的股东提出。每一提案人所提名的董事、监事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

本次股东大会拟选出的董事、监事人数。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提供的候

选人材料对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后，根据本章程规定的董事及监事名

额，确定董事和监事候选人名单，提请股东大会表决。职工代表监事由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股东大会就选举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非

职工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

时，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投给一人，也可以将表决权任意分配给各候

选人。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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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其

职责。董事会应向股东公告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四、原条款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

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

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具

体权限如下：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

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下（不包含 30%）；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下（不包含 5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下（不包含 5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50%以下（不包含

5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0 万；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下（不包含 50%）,或绝对金

额不超过 500 万元； 

（六）审议批准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金额低于 3000 万元或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绝对值低于 5%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提供

担保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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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中的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

委托理财， 

委托贷款）；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托管理

资产和业务；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债务重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等。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

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但资产置换

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 

交易标的为公司股权,且购买或者出售该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更的,该股权所对应的公司的资产总额和主营业务收入,视

上述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交易,应当按照

累计计算的原则，经累计计算的发生额超过上述权限，应当根据本章程

相关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已经按照相关条款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再

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除本章程

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行为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外，公司其他对外担保

行为均由董事会批准。董事会在审议该等担保事项时，除应当经全体董

事的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

意。 

现修订为第一百一十五条，相关内容修订如下：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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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

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达到下列标准之一但未

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除应当及时披露外，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

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 

（五）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

元； 

（六）审议批准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金额超过 300 万元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提

供担保除外）。 

本条中的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

委托理财，委托贷款）；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

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债务重组；签订许可使

用协议；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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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等。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包括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

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但资产置换

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仍包括在内。 

交易标的为公司股权,且购买或者出售该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更的,该股权所对应的公司的资产总额和主营业务收入,视

上述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和与交易标的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交易,应当按照

累计计算的原则，经累计计算的发生额超过上述权限，应当根据本章程

相关规定提交董事会审议，已经按照相关条款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再纳

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行为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外，公司

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均由董事会批准。董事会在审议该等担保事项时，除

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同意。 

五、原条款第一百三十九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

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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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

理人员； 

(八)审议批准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

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

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或债

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等交易事项：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以下（不包含 5%）；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以下（不包含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下（不包含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10%以下（不包含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下（不包含 10%）,或绝对金额

不超过 100 万元； 

6、决定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金额低于 300 万元或占公司最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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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绝对值低于 0.5%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除

外）。 

(九)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现修订为第一百四十条，相关内容修订如下：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

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

理人员； 

(八)审议批准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的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

（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

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

或债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等交易事项； 

(九)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六、原条款第二章经营宗旨和范围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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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金银饰品、珠宝饰品、翡

翠玉器的设计、加工、销售与维修，箱包皮具、服装鞋帽、化妆品、日

用百货的设计、销售与维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针织纺品、五金交电、文

化用品、体育用品的设计、销售与维修，设计、制作并代理各类广告，

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品牌策划推广、会展服务，从事货物、技术进

出口业务，互联网技术、技术咨询与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

电信业务，网络技术，新材料技术，多媒体信息技术，计算机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电脑图文设计，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金融业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国际国内

贸易（除专项审批外），物业管理，物流运输，企业兼并重组服务，实

业投资、矿业投资、贵金属制品的设计和销售，贵金属投资，货运代理，

设备、自有房屋租赁，装卸、仓储（除危险品）服务，物流信息咨询，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矿产品、汽车（不含小轿车）、纸浆、纸及纸制

品的销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及技术转让，商品的包装服

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建筑装潢工程承包（上述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限制、许可经营的项目）。 

现修改第二章经营宗旨和范围第十三条为： 

金银饰品、珠宝饰品、翡翠玉器的设计、加工、销售与维修，利用

自有媒体发布广告，品牌策划推广、会展服务，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

业务，互联网技术、技术咨询与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

电信业务，网络技术，新材料技术，多媒体信息技术，计算机科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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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电脑图文设计，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金融业务），国际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外），物业管理，实业投

资、矿业投资、贵金属制品的设计和销售，贵金属投资，货运代理，设

备、自有房屋租赁，矿产品的销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及

技术转让，经营进出口业务。 

（本项关于经营范围的修改已于 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特此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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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工作变动，何庭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同意提名陈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候

选人。该监事候选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不

存在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本次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已经 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特此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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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简  历 

陈欢,男,1980 年生,本科学历,注册风险管理师。曾任光明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审计部高级经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监。

现任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控合规部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