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2019 年 11 月 15 日） 

 

 



重要提示 

一、本次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11月 15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11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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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股权登记日：2019年 11月 11日 

四、现场会议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0 号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五、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 

 

 

 

 

 

 

 

 

 

 

 

 

 

 

 



[议案 1]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及资金周转，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公司”）拟为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简称“句容雨润”）、

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简称“海安雨润”）提供借款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亚百货”）拟

为全资子公司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简称“联合营销”）办理应

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为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

借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全资子公司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

有限公司的商业运营及资金周转，公司为句容雨润办理总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

的最高额借款额度提供提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十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住所：句容市华阳镇华阳东路 1号 

成立日期：2013 年 5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胡伟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百货、纺织服装及日用品、钟表、眼镜、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文

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金银首饰、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五金家具及建筑材料、

汽车、摩托车及配件、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卷烟、交通器材、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劳保用品销售；食品销售（限《食品经营

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家用电器安装及维修；停车场服务；房



屋出租；物业管理；室内娱乐活动；餐饮服务（限《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

体业态和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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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 5%；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5%。

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句容雨润广场实现营业收入 9,451.26 万元，净利

润-1,428.01 万元，资产负债率 102.26%。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最高额度为 25,000 万元，担保期限十

年， 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算。 

二、公司为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 23,000 万元的

借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建立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全资子公司海安雨润开业运营及资

金周转，公司为海安雨润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申请的续做贷

款 23，000万元提供最高额担保（本笔贷款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

缴珠海景宏鼎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并由合伙企业委托大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向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合

同》编号为：DLQY201710300010 ）。公司同意 DLQY201710300010《委托贷款合

同》项下委托贷款续做及相关贷款要素调整等事宜，并同意签署相关合同。本次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二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海安镇宁海南路 24号 

成立日期：2013 年 5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徐瓯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日用品百货、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钟表、眼镜(隐形眼镜除外)



及照相器材、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劳保用品、工艺美术品、仪器仪表、家具、

家用电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珠宝首饰销售；家用电器维修；房屋租赁服务；

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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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 5%；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5%。

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10.29万元，净利润 136.25万元，资产负债率 69.9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续做贷款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最高额度为 23,000 万元，担

保期限二年，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算。 

三、公司为联合营销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

回购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营销为满足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融资结构，

保证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与北京厚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厚

忱资产”）开展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融资业务。联合营销将持有的对应公

司的 2亿元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给厚忱资产，同时由厚忱资产在天津金融资产交

易所发行不超过 1亿元的金融产品，该产品募集金额用于支付本次应收账款收益

权受让款，期限 12 个月，到期后由联合营销按照合同约定金额回购本次转让的

应收账款收益权，公司为此次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计划的回购义务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10,0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2号北区二层 

成立日期：2011 年 12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祝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化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照相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

机械、电子设备、汽车、汽车配件、劳保用品、家具用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木材、陶瓷制品、水暖器材、日用杂品、土畜产品、科技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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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 5%；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5%。

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份。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联合营销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9,672.58 万元，净

利润 841.08 万元，资产负债率 90.5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最高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担

保期限一年，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算。 

四、新亚百货为联合营销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收益权转让回购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营销为满足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融资结构，

保证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与北京厚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厚

忱资产”）开展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融资业务。联合营销将持有的对应公

司的 2亿元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给厚忱资产，同时由厚忱资产在天津金融资产交

易所发行不超过 1亿元的金融产品，该产品募集金额用于支付本次应收账款收益

权受让款，期限 12 个月，到期后由联合营销按照合同约定金额回购本次转让的

应收账款收益权，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亚百货为此次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计划的回

购义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10,000万元，担保期限一年。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市淮海东路 142号 

成立日期：1994 年 06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祝珺 



注册资本：11901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卷烟、雪

茄烟零售（凭许可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销售；百货综合零售；电梯

设备维修；停车服务；房屋租赁；设计、制作、发布自有楼身内外及天桥媒体霓

虹灯、灯箱、路牌、布幅广告业务（限分支机构经营）；管理自建商品房及配套

设施；物业管理；空调维修；机电设备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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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1.962%；南京中

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9.901%；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 27.34%；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0.797%。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央新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693.6 万元，净利

润 10,580.55 万元，资产负债率 66%。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2号北区二层 

成立日期：2011 年 12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祝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化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照相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

机械、电子设备、汽车、汽车配件、劳保用品、家具用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木材、陶瓷制品、水暖器材、日用杂品、土畜产品、科技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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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南京中央商

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5%。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联合营销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9,672.58 万元，净

利润 841.08 万元，资产负债率 90.51%。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担

保期限一年，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算。 

五、提供担保事项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为全资子公司句容雨润、海安雨润、联合营销提供担保有利于形

成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全资子公司开业运营及经营发展。有利于其

做大做强，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 

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241,972.56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7.26%，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238,184 万元，公

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788.56万元。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新亚百货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7,5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3.05%。 

公司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为 3,788.56 万元，其中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为 1,279.56 万元，济宁中央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为 2,509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均发生于本公司收购上

述两公司股权之前）。 

七、审批情况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句容雨润、海安雨润提供借款额度提供

担保。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亚百货为联合营销办理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

购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5日 



[议案 2]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审计机构。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第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事务

所”）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职，公允地发表审计意见，客观、

公正、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情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

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鉴于大信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独

立性，公司拟不再聘请大信事务所为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并就解聘及相关事宜

与大信事务所进行了事先沟通，并征得其理解和支持。公司对大信事务所多年的

辛勤工作表示由衷感谢。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公司拟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 内控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企业机构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568093764U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杨志国 

成立日期：2011 年 1月 24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经营范围：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

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信息系统领

域内的技术服务;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能够独立对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

计，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独立、客观、公证地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能够满

足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工作的要求，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聘任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的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聘请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9年度的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上述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在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同时，确定支付其报酬的数额。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5日 

 



[议案 3]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现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并参考同地区、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薪酬水平，结合独立董事在公司

规范运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将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由税后每人 6 万元人民币/

年调整为税后每人 12 万元人民币/年。本次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调整自 2019年

5月 1日起执行。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5日 

 

 

 

 

 

 

 

 

 

  



授权委托书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19 年 11

月 15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 公司为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借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02 公司为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 23,000

万元的借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03 公司为联合营销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应收账款收益权

转让及回购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04 新亚百货为联合营销提供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收益权转让回

购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 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

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

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