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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18 年 12月 20日 

二、会议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港路 25 号秦皇岛

海景酒店二层明珠厅 

三、会议内容： 

1、审议《关于选举刘广海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签署<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3、审议《关于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4、审议《关于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以及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费用的议案》； 

5、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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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普通决议案） 

 
关于选举刘广海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经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推荐，现公司董事

会提名刘广海先生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审查，刘广海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

位股东予以批准。 

 

附件：刘广海先生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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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刘广海先生简历 
 

刘广海先生，1960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

级工程师，现任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刘先生于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交通部秦皇岛建港指挥部工程处计划员、援助毛里塔

尼亚友谊港顾问组技术专家，交通部秦皇岛建港指挥部工程处工

程科副科长，工程处副处长、处长，秦皇岛建港指挥部副指挥，

2002年9月任河北省交通厅港航管理局副局长，2003年9月任河北

省交通厅港航管理局局长（副厅级），2006年11月任河北省交通

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港航管理局局长，2007年8月任河北省交

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2009年3月任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党组成员。2016年2月任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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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普通决议案） 

 
关于签署《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相关下属

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与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

团公司‛）及其相关下属单位之间需互相提供部分生产经营、生

活等服务。为规范该等交易，公司与集团公司于 2016 年 3月 23

日签署《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之综合

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原《综合服务协议》‛），有效期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拟与集团公司重新签署

《综合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新《综合服务协议》‛），有效期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生效，并对新《综合服务协议》项下 2019 年

度至 2021 年度互相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进行预测，现

将基本情况汇报如下： 

一、原《综合服务协议》的执行情况 

经统计，2016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8 月份，在原《综

合服务协议》项下，公司及其相关下属单位与集团公司及其相关

下属单位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实际发生金额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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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依据 关联交易类别 

实际发生交易金额（万元）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1-8 月份 

原《综合服

务协议》 

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向集团公

司及其下属单位提供服务 
4983.6 6702.0 3363.37 

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向公

司及其下属单位提供服务 
39856.8 54879.5 14852.87 

 

二、新《综合服务协议》及未来三年关联交易上限预测 

公司拟与集团公司重新签署《综合服务协议》（协议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8年 9 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日常

关联交易公告》），有效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新《综合服务协议》2019 年度至 2021年度每年的上限预计

金额和类别如下表所示： 

执行依据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金额（万元）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年度 

新《综合

服务协

议》 

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向集团公司

及其下属单位提供服务 
15000 15800 16600 

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向公司

及其下属单位提供服务 
55000 57800 60700 

在确定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向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提供服

务的上限时主要考虑的因素：（1）历史交易金额；（2）集团公司

下属子公司河北港口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秦皇岛海运煤炭

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煤炭贸易业务量增加，导致与公司发生的港口

作业交易量增加；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曹妃甸煤炭港务有限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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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投产，其与河北港口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煤炭贸

易业务量增加；（3）公司未来三年的业务发展计划。 

在确定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向公司及其相关下属单位提

供服务的上限时主要考虑的因素：（1）历史交易金额；（2）公司

固定资产投资及维修需求增长；（3）公司未来三年的业务发展计

划。 

三、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集团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公司关联方，公司与集

团公司签署《综合服务协议》及确定其项下关联交易上限属于公

司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集团公司须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

位股东予以批准： 

    1.同意公司与集团公司签署新《综合服务协议》，并批准其

项下 2019年度至 2021年度关联交易上限金额；  

    2.同意授权董事会并同意由董事会授权任一执行董事决定

并采取必要行动，包括但不限于草拟、制定、修改、签署及刊发

与该等关联交易有关的公告、通函等相关文件，及遵守其他适用

的合规规定，以符合上市地监管机构及监管规则关于关联交易的

有关要求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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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普通决议案） 

 

关于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规范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河北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向公

司提供存款、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的行为，公司与财务公司于

2016 年 3月 23日签署了《河北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秦皇岛

港股份有限公司之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原《金融服

务框架协议》‛），有效期追溯自 2016 年 1 月 1日起生效，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终止。为进一步满足上市地监管机构的要求及公司

实际金融服务需求，公司拟与财务公司重新签署《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止，并对新《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项下 2019年度至 2021 年度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

存款、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进行预测，现就

基本情况汇报如下： 

一、原《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执行情况 

经统计，2016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8 月份，在原《金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9 

 

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其相关下属公司提供

存款、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实际发生金额如下表所示： 

执行依据 关联交易类别 
实际发生交易金额（万元）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年 1-8月份 

原《金融

服务框架

协议》 

存款服务（每日最高余额） 193432.22 252711.78 198510.27 

贷款服务（每日最高余额） 12700.00 8500.00 18500.00 

其他金融服务总额 0 0 0 

二、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未来三年关联交易上限预测 

公司拟与财务公司重新签署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协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9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有效期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 

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2019年度至 2021年度每年上限预

计金额和类别如下表所示： 

执 行 依

据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金额（万元） 

2019 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新《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 

存款服务（每日最高余额） 400000 420000 400000 

贷款服务（每日最高余额） 100000 100000 100000 

其他金融服务总额 9000 9000 9000 

在考虑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年度上限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1) 公司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止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每

日最高余额；(2)公司 2019年至 2021 年每年预期的分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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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期工程项目的开工建设，估算现金流量将潜在增长；(4)

公司在相关期间内的潜在资金需求以及财务公司根据适用法律

获准向公司发放的贷款金额;(5)公司营业收入收取的商业汇票

潜在增长，因此，预计本公司就财务公司提供的票据贴现服务向

其支付的费用将增加。 

三、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集团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公司关联方，财务公司

为集团公司持股 60%的控股子公司，亦属于公司关联方。公司与

财务公司签署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确定其项下关联交易上

限属于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集团公司须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

位股东予以批准： 

    1.同意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新《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批准

其项下 2019 年度至 2021年度关联交易上限金额； 

    2.同意授权董事会并同意由董事会授权任一执行董事决定

并采取必要行动，包括但不限于草拟、制定、修改、签署及刊发

与该等关联交易有关的公告、通函等相关文件，及遵守其他适用

的合规规定，以符合上市地监管机构及监管规则关于关联交易的

有关要求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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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普通决议案） 

 
关于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本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以及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的议案 
 

各位股东： 

按照公司上市地相关监管要求，上市公司每年应在披露公司

年度报告的同时，对外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与注册会计师出具

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聘请安永华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聘期至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终止。2018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75万元(含税)。 

上述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

位股东予以批准： 

1.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至 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

束时终止； 

2.同意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75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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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5（特别决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发起人之一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提供的股东决

定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

书》等相关材料，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将第二条第三款中‚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海运’）‛，修改为‚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2017年更名

为‘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运’）‛。 

上述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

位股东予以批准： 

1.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2.同意授权董事长或其转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章程修改相

关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附件：《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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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公司发起人之一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提供的股东决

定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

书》等相关材料，公司拟对章程修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

法》、《特别规定》和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河北省国资委‛）冀国资

发产权股权[2008]27号《关于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批

准，于2008年3月31日以发起

设立方式设立，于2008年3月

3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

法》、《特别规定》和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河北省国资委‛）冀国资

发产权股权[2008]27号《关于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批

准，于2008年3月31日以发起

设立方式设立，于2008年3月

3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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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中国‛，为本章程之目

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河北省注册登记。公司的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130000673224391T。 

公司发起人为：秦皇岛港务集

团有限公司（2009年更名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秦港集团‛或‚河

北港口集团‛）、秦皇岛市工

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秦皇岛工业公司‛）、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省交

投‛）、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秦铁路‛）、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海运‛）、国寿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寿投资‛）、首钢总公司

简称‚中国‛，为本章程之目

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河北省注册登记。公司的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130000673224391T。 

公司发起人为：秦皇岛港务集

团有限公司（2009年更名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秦港集团‛或‚河

北港口集团‛）、秦皇岛市工

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秦皇岛工业公司‛）、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省交

投‛）、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秦铁路‛）、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2017

年更名为‚中国海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

运‛）、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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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更名为‚首钢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控集

团‛）、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煤集

团‛）和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

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北省国控‛）。 

司（以下简称‚国寿投资‛）、

首钢总公司（2017年更名为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控集团‛）、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同煤集团‛）和河北省国有

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河北省国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