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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8 年 8月 23日 

至 2018 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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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会议： 

时间：2018年 8月 23日 14点 00分 

地点：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张文东先生 

议程： 

一、与会人员签到，领取会议资料；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时递交身份证明材料（授权

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等）并领取《表决票》; 

二、董事长宣布会议开始; 

三、董事会秘书宣布股东登记情况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持股情况；宣

读参会须知及表决办法; 

四、董事长提请股东审议下列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认购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增资额的议案 √ 

五、就上述提案进行表决，主持人提请由股东推荐 2名股东代表和 1名监事作为计票、

监票人; 

六、现场投票； 

七、统计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后上传上市公司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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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持人宣布休会； 

九、下载上市公司信息服务平台汇总的网络与现场投票结果； 

十、由监票人代表宣布表决统计结果； 

十一、公司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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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 1 

关于认购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增资额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于 2018年 7月 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认购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增资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按当前持股比例（18.42%）

认购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珠红酒业”）本次增资扩股中可认购出资

额人民币 156,789,198元，需缴纳增资款人民币 164,628,658 元，其中人民币 156,789,198

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差额人民币 7,839,460 元转入资本公积，并放弃认购其他股东放弃

认购的出资额，同意引入其他投资者（第三方投资者）认购珍珠红酒业原股东放弃的全部

或部分可认购出资额。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正中珠江”）于 2018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 2017 年-2018 年 6 月专项审计报告》（广

会专字[2018]G18004270088 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增资珍珠

红酒业议案时依据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与上述正中珠江出具的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存在较

大差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于 2018 年 8月 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重新审议上述认购珍珠红酒业增资额事项，会议决议情况如下: 

珍珠红酒业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该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提案

并形成相关决议。按照决议精神，珍珠红酒业拟实施增资扩股增加注册资本，本次增资扩

股的具体方案为：以每 1 出资额为人民币 1.05元的价格，向珍珠红酒业原股东申请对珍珠

红酒业同比例增加货币资金投资人民币 893,749,500 元，其中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851,190,000 元（实收资本），差额 42,559,500元转入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增资扩股资金主

要用于加快珍珠红酒业销售渠道建设、补充经营资金等。各股东认购出资情况需符合《公

司章程》规定，出资比例以实际认购出资为准。如有原股东放弃其全部或部分可认购出资

额，允许引入其他投资者（第三方投资者）认购珍珠红酒业原股东放弃的全部或部分可认

购出资额。 

根据珍珠红酒业的增资方案，我公司可认购出资额人民币 156,789,198 元，需缴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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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款人民币 164,628,658 元。 

为保持公司对珍珠红酒业出资比例不变，维持公司对珍珠红酒业的股权不被稀释，提

议公司按当前持股比例认购珍珠红酒业本次增资扩股中可认购出资额人民币 156,789,198

元，需缴纳增资款人民币 164,628,658元，其中人民币 156,789,198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

差额人民币 7,839,460元转入资本公积，并放弃认购其他股东放弃认购的出资额， 同意引

入其他投资者（第三方投资者）认购珍珠红酒业原股东放弃的全部或部分可认购出资额。

珍珠红酒业本次增资扩股若能按照上述增资方案顺利实施，公司对珍珠红酒业的出资额将

由人民币 114,580,000 元增加至人民币 271,369,198 元，仍占珍珠红酒业总注册资本的

18.42%，珍珠红酒业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公司认购珍珠红酒业增资额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认购珍珠红酒业增资额事项

属于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除已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关联交易累计次数为 3次，金额为人民币 414,628,658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以上，故本次认购珍珠红酒业增资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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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珍珠红酒业的情况，公司已编制《关于对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的尽职调

查报告》（修订）（以下简称“《尽职调查报告》（修订）”）。《尽职调查报告》（修订）显示：  

（一） 相关公司的基本情况 

珍珠红酒业的控股股东为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生山城公司”），

养生山城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东省兴宁市赤巷口广东明珠技术大楼七楼 

法定代表人：张坚力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壹亿元 

成立日期：1998年 09 月 24日 

实际控制人：张坚力 

经营范围：生态环境养生项目开发，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国内贸易；园林绿化、林木

种植；销售：矿山设备、矿产品、粮食；汽车自货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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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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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养生山城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先生为间接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同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养生山城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养生山城最近三年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5 年 12月 31日 2016 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564,048,220.05 2,348,479,055.27 2,679,979,980.38 

净资产 1,347,919,708.61 1,337,824,671.24 1,324,544,648.30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12,743,509.10 131,206,128.55 127,672,360.59 

净利润 20,756,716.50 47,714,339.24 25,715,917.84 

注：以上为养生山城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均已经深

圳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同一”）审计。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明珠珍珠红酒业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兴宁市兴城司前街  

法定代表人：张云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贰仟贰佰万元 

成立日期： 1999年 03 月 19日 

实际控制人：张坚力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白酒、黄酒、其他酒（其他发酵酒、配制酒）；采购酿酒原辅

材料；回收旧酒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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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珍珠红酒业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先生为间接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同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珍珠红酒业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

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珍珠红酒业公司近三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5年 12月 31 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1,304,313,058.76 1,236,076,106.41 1,372,345,952.55 1,426,615,315.04 

净资产 676,828,739.20 670,665,961.63 640,080,494.55 656,014,462.61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50,916,405.49 100,491,794.32     82,041,670.03    49,972,419.03 

净利润 15,709,567.46 43,597,222.43    -2,499,381.19   15,933,968.06 

注：珍珠红酒业 2015 年度、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深圳同一审计，2017 年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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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正中珠江审计。 

本次增资扩股实施前的股权结构：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507,420,000.00 元，占珍珠红酒业总注册资本的 81.58%，公司出资额为 114,580,000.00

元，占珍珠红酒业总注册资本的 18.42%。 

本次增资扩股实施后的股权结构尚需以最终实施结果为准。 

（三）珍珠红酒业经营情况 

珍珠红酒业生产的产品有黄酒、白酒和配制酒等系列，根据正中珠江出具的《审计报

告》（广会专字 [2018]G18004270088 号），截至 2018 年 6月 30日，珍珠红酒业合并报表总

资产为 1,426,615,315.04 元，净资产 656,014,462.61 元，2018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9,972,419.03 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8,080,722.00 元，实现净利润 15,933,968.06 元，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1,316,238.94 元。考虑到珍珠红酒业当前主营规模

较小，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盈利主要来源于其他业务收入，预计珍珠红

酒业后续经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据了解，珍珠红酒业近年来未大力发展主营业务的主

要原因是：珍珠红酒业各产品必须严格按照产品特性的要求储存足够年限才能对外出售，

加上老酒厂产能有限，因此珍珠红酒业此前并未对产品做大力推广。 

目前珍珠红酒业正在实施新酒厂迁建项目，预计于 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试投产，2019

年达到稳产，稳产后年产量可达 10,000吨。根据珍珠红酒业介绍，为能更有效地提高珍珠

红酒业品牌知名度、扩大销售渠道及加快资金回笼，珍珠红酒业研究决定采用线上销售加

线下发展 VIP 直营店销售模式，打造线上线下共同发展以实现全渠道经营，预计在广东省

内一二线城市以及其他无本地龙头酒品牌的酒消费大省开设 200 家以上直营店。同时，为

充分满足市场需求，缩短物流配送的时间，珍珠红酒业预计在部分区域新建仓储，直接供

应货源。基于此，经珍珠红酒业测算，未来两年珍珠红酒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支出涉及原

辅材料采购、仓储建设、门店开设、产品推广等合计约 110,952.95万元。根据其经营情况

及至 2018年底预计能收回的委托贷款 20,680.00 万元，珍珠红酒业仍然面临较大的资金缺

口。因此，通过增资扩股募集资金对于珍珠红酒业加快销售渠道建设、补充经营资金等具

有必要性。 

（四）定价依据 

珍珠红酒业本次增资扩股参考深圳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同

一”）出具的《审计报告》（深同一审字[2018]第 107 号）并以其母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 1.054 元为依据，确定珍珠红酒业本次增资扩股的实施价格为每 1 出资额为人民币 1.05

元。珍珠红酒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正中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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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后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每股净资产（1.059 元）与经深圳同一审计后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每股净资产（1.054 元）之间、经正中珠江审计后的 2018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每股净资产（1.081 元）与 2017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每股净资产（1.059 元）之

间均不存在重大差异。基于此，珍珠红酒业本次增资扩股实施价格每 1出资额为人民币 1.05

元，符合公允性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珍珠红酒业公司是“中华老字号”的生产企业，其发展前景较为乐观，该公司新

酒厂建成投产后预计其经营情况将实现大规模发展，潜在升值空间较大，公司保持对珍珠

红酒业出资比例不变，有利于维持公司对其出资份额不被稀释，有利于维护公司投资权益，

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良性影响。 

（六）风险提示 

鉴于珍珠红酒业当前主营规模较小，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盈利主要

来源于其他业务收入，同时考虑到酒类行业未来可能会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竞争、内部经

营管理等诸多因素影响，预计珍珠红酒业后续经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经营情

况未达预期的投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与珍珠红酒业积极沟通，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投资

风险管控，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本次认购珍珠红酒业出资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若股东大会未能顺利通

过本议案，公司对珍珠红酒业的持股比例可能发生变更。 

 

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

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中将回避表决。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