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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确保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股东”）在公司 2018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力，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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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参加大会的股东请准时到达会场，并按规定出示证券账户卡、

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等证件，经验证合格后领取股

东大会资料，方可出席会议。 

二、与会者要保持会场正常秩序，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

至静音状态，不要大声喧哗。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 

四、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上发言，应在会议登记日向公

司登记。登记发言的人数一般以十人为限，超过十人时先安排持股数

多的前十位股东，发言顺序亦按持股数多的在先。 

五、在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的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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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作人员申请，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始得发言。 

六、股东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在会议登记日向公司登记。

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有针对性地集中回

答股东的问题。全部发言及回答问题的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 

七、为提高大会议事效率，现场会议在股东就本次大会议案相关

的发言结束后，即进行大会表决。 

八、表决方式。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股东出席大会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即一股一票。 

（一）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采取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股东在

现场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回

避”四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弃权。 

（二）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或同一股份在网

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均以第二次表决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议案的表

决结果需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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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维护其他广大股东的利益，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

礼品。 

十、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

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正常秩序。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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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2018 年 11 月 22 日 14：30 

三、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 406 号港口中心 2706 会

议室 

四、会议主持人：蔡锦龙董事长 

五、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参加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介绍参加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中介机构代表 

（二）宣布本次会议议案表决方式 

（三）推选计票、监票代表 

（四）审议各项议案 

（五）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六）股东投票表决 

（七）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八）休会 15 分钟 

（九）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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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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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与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签订集装箱码头服务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由于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相关单位

（以下合并简称“公司”）需参股公司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州南沙”）提供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服务；而

广州南沙也需公司为其提供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服务。双方均有能

力及意愿为对方提供相关服务。 

为规范双方的综合服务之关联交易行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签订集装箱码头服务协议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参股公司广州南沙存在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集装箱码

头服务。为规范两者的集装箱码头服务之关联交易行为，确保交易价

格公正、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符合双方利益；同时考虑到

公司与广州南沙发生的关联交易日常且琐碎，各类关联交易协议较多，

为此，拟签订双方的集装箱码头服务协议。 

公司持有广州南沙 41%的股份，且公司董事、高管在广州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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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广州南沙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公司与广州南沙签订《集装箱码

头服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广州南沙海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号：9144010171786631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大道南 9 号 

法定代表人：张为 

注册资本： 192,829.34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广州南沙总资产 488,669.97 万元，2017

年营业总收入为 102，827.07 万元，净利润为 26，206.77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㈠交易标的 

1.广州南沙向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 

货物查验的相关服务、正面吊出租及码头作业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提供泊位、集装箱装卸、查验、搬移、翻装、装拆、班轮中转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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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中转的运作及管理、及提供集装箱储存场地等）、提供交通车（注：

即乘车费收入）、浮趸维修服务、场地租赁及提供机器及与前述有关

的配套或其它服务。 

2.公司向广州南沙提供的服务包括： 

理货服务、燃油供应服务、码头作业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泊

位、集装箱装卸、货物中转的运作及管理、集装箱搬运及提供集装箱

储存场地等）、查检中心服务、工程施工、供电服务及监理服务、测

绘服务、防污服务、外派人员管理服务、正面吊、浮吊及浮趸租用维

修服务、物流服务、报检换证服务、港建费补贴、轮胎及物资采购、

营销中心服务(其性质主要为市场开拓、营销推广和外部协调)及与前

述有关的配套或其它服务。 

㈡交易原则 

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平性与合理性，集装箱码头服务协议（下称

“协议”）项下的各项服务的交易，按本条原则确定： 

1.协议项下所提供服务之交易条款应为一般商业条款和公平合

理。公司向广州南沙承诺按协议提供服务之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服务费)，对广州南沙(作为接受服务方)而言，不会逊于广州南沙从独

立第三方就相关交易可取得的交易条款。公司同意及确认广州南沙按

协议向公司提供服务之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费)，对广州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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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提供服务方)而言，不会逊于广州南沙向独立第三方就相关交易

所提供的交易条款。 

2.公司不得无理拒绝广州南沙提出的协议规定的服务要求，而

广州南沙不得无理拒绝公司提出的协议规定的服务要求。 

3.协议并非独家性质，公司和广州南沙均有权向独立第三方提

供或取得任何服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㈠订约方：公司与广州南沙 

㈡协议期限： 3 年，即 2019 年至 2021 年 

㈢主要内容： 

1.广州南沙向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 

货物查验的相关服务、正面吊出租及码头作业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提供泊位、集装箱装卸、查验、搬移、翻装、装拆、班轮中转作业、

货物中转的运作及管理、及提供集装箱储存场地等）、提供交通车（注：

即乘车费收入）、浮趸维修服务、场地租赁及提供机器及与前述有关

的配套或其它服务。 

2019-2021 年预计该类关联交易额分别为 8,697.2 万元、

11,306.3 万元和 14,698.2 万元. 

2.公司向广州南沙提供的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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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货服务、燃油供应服务、码头作业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泊

位、集装箱装卸、货物中转的运作及管理、集装箱搬运及提供集装箱

储存场地等）、查检中心服务、工程施工、供电服务及监理服务、测

绘服务、防污服务、外派人员管理服务、正面吊、浮吊及浮趸租用维

修服务、物流服务、报检换证服务、港建费补贴、轮胎及物资采购、

营销中心服务(其性质主要为市场开拓、营销推广和外部协调)及与前

述有关的配套或其它服务。 

2019-2021 年预计该类关联交易额分别为 49,043.5 万元、

62,986.6 万元和 81,035.5 万元。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集装箱码头服务协议》是为规范双方的集装箱码头服

务之关联交易行为，确保交易价格公正、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及符合双方利益。公司与广州南沙就这些服务签订集装箱码头服务

协议，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并获得优质、

便利的服务，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规律，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

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 

现将本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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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