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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须知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上海畅联国

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为维护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特制定会议须知如下，

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共同遵守：  

一、本次会议设立秘书处，具体负责会议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为提高会议议事效率，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对于股东大会相关

议案提问的，可填写《股东提问单》，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对股东

的问题予以回答。 

 三、大会使用计算机辅助表决系统对议案进行表决。股东表决时， 应准确 

填写股东姓名及持有股数，在表决票所列每一项表决事项下方的 “同意”、“反

对”、“弃权”中任选一项，以“√”为准；若不选则视为“弃权”，多选则视

为“表决无效”，发出而未收到的表决票也视为“弃权”。  

四、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为维护其他广大股东的利益，公司不向参加股东 

大会的股东发放礼品。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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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六、公司董事会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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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9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14 点 00 分 

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1000 号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一楼迎宾厅 

会议议程： 

一、股东大会预备会 

● 宣读会议须知 

● 股东自行阅读会议材料 

股东可就议案或其他公司相关事宜填写《股东提问单》书面提出质询， 

《股东提问单》交会议现场工作人员。 

二、进行议案表决 

三、计票程序 

● 计票 

● 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解答股东书面问题 

四、宣布表决结果 

五、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六、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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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的议案 

各位股东： 

随着公司的发展及募投项目的建设推进，现综合考虑公司发展需求，拟对公

司现有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拟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91 号）核准，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联股份”、“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向社会公开发

行 92,166,7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 7.37 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679,268,579.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41,155,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38,113,579.00 元。上述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7 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出具天职业字[2017]16858 号

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

综合体项目 
32,000.00 24,182.86 

2 华东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 38,219.41 23,101.42 

3 
精益医疗器械及医疗试剂冷链

供应链项目 
7,833.00 4,875.44 

4 智慧空运物流网络项目 5,020.00 3,124.56 

5 智慧物流协同服务平台项目 9,500.00 8,527.08 

 合计 92,572.41 63,811.36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 02 月 28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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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

综合体项目 
24,182.86 20,707.33  

2 华东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 23,101.42 20,586.41  

3 
精益医疗器械及医疗试剂冷链

供应链项目 
4,875.44 2,545.94  

4 智慧空运物流网络项目 3,124.56 1,706.40  

5 智慧物流协同服务平台项目 8,527.08 1,353.64  

 合计 63,811.36 46,899.71  

 

（三）拟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的情况 

公司综合评估了发展战略、物流网络建设布局等因素，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维护股东利益，拟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调整，将“智慧空

运物流网络项目”项目中的 1,000万元募集资金及“智慧物流协同服务平台项目”

项目中的 4,000万元募集资金调整用于另外两项首发募集资金项目“华东物流基

地仓库建造项目”及“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其中“华东

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增加募集资金投入 3,500万元，“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

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增加募集资金投入 1,500万元。本次涉及调整的募集资金

共计 5,000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7.84%。 

本次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内容及项目总投资额的调整，仅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投资金额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智慧空运物流网络项目 

本项目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5,020.00 万元，具体投资计划明细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金额（万元） 

1 工程建设费用 3,763.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28.00 

3 预备费 439.00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5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金额（万元） 

4 流动资金 190.00 

合计 5,020.00 

项目具体建设内容为通过租赁仓库、自行购买相应设备及配套设施、建立国

际空运管理服务团队、获取国际空运销售承运人资质在华东、华南、华北、西南、

东北五地建立空运物流服务网点，打造以高端进口医疗器械、医疗试剂、食品等

为主的冷链空运，辅之跨境电商的涵盖从发货人到收货人的全程智能化空运服务。 

截至 2019年 02 月 28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706.40 万元，占该

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 54.61%。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418.16万元，

占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45.39%。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依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 

 

2、智慧物流协同服务平台项目 

本项目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9,500.00 万元，具体投资计划明细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金额（万元） 

1 建安工程费 775.00 

2 设备购置费 3,785.00 

3 软件开发费 3,800.00 

4 其他费用 712.50 

5 基本预备费 427.50 

合计 9,500.00 

项目具体建设内容为“两个中心、三个系统”，主要分为四部分：数据中心

和灾备中心（两个中心）、物流网络 IT 支撑系统、精益供应链管理系统及物流

供应链控制塔系统，力求通过精益供应链管理平台的建设，一方面解决公司总部

与全国其他营业网点的信息交换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公司与客户和其他相关物流

企业之间的协同问题，提高公司物流服务水平，增加企业营业收入，提高利润率。 

截至 2019年 02 月 28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353.64 万元，占该

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 15.87%。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7,173.44万元，

占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84.13%。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依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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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的具体原因 

关于智慧空运物流网络项目，截至目前，已按照项目实施计划稳步推进。鉴

于项目实施至今，公司已取得的机场周边仓储资源情况较为良好，且相应空运物

流服务网点建设成本控制较好，故该项目投入的资金需求较为平稳，对募集资金

的需求程度有所降低。并且随着项目建设的推进，公司需进一步对整体智慧空运

物流网络的后续建设进行考量，在最大限度保障该项目投资收益的前提下，对项

目投资支出采用更谨慎的策略，现公司现拟调整此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后

续可根据项目推进情况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入。 

关于智慧物流协同服务平台项目，由于此项目投资预算为提前三年制定，随

着硬件设备的快速更新、价格下降及公司在信息系统设备采购上的规模优势，致

使数据中心硬件投入资金较原有计划有所减少，资金使用计划也有所改变；此外，

公司已在信息化架构上运用了云技术，节省了大量存储设备的投入，同时也降低

了网络安全维护成本。由于硬件投入进度的改变及部分成本的结余，目前公司对

此项目正进行综合考量，结合信息技术发展趋势，重新审视此项目的软、硬件采

购及使用计划，并了解新技术对于此项目的应用方案，在最大限度保障该项目投

资收益的前提下，对项目投资支出采用更谨慎的策略。鉴于上述情况，目前该项

目对募集资金的需求程度有所降低，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周转率和利用率，公司

现拟调整此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未来拟以自有资金进行智慧物流协同服务

平台体系建设。 

鉴于以上情况，综合研究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需求，考虑到“华东物流基地

仓库建造项目”及“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

故拟将上述项目的募投资金部分余额调整投入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综

合体项目及华东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 

 

三、本次拟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的具体内容 

按照上述调整方案，调整后的智慧空运物流网络项目减少募集资金投入

1,000万元，智慧物流协同项目平台项目减少募集资金投入 4,000万元，合计共

减少 5,000 万元；公司拟将上述资金中的 1,500 万元用于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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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物流综合体项目，3,500万元用于华东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变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1 
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

流综合体项目 
32,000.00 20,707.33  24,182.86 25,682.86 

2 华东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 38,219.41 20,586.41  23,101.42 26,601.42 

3 智慧空运物流网络项目 5,020.00 1,706.40  3,124.56 2,124.56 

4 智慧物流协同服务平台项目 9,500.00 1,353.64  8,527.08 4,527.08 

  合计 84,739.41 44,353.78 58,935.92 58,935.92 

 

四、本次拟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的调整，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总体风

险可控，但在项目实施过程及后期经营中，若政策、市场环境、技术、管理等方

面出现重大变化，则可能导致项目不能如期完成或顺利实施，进而影响公司预期

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募集资金投向风险。 

 

以上议案，请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