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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证股东在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请全体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自觉遵守。 

一、公司证券部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请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各位股东配合公司做好登记工作，参

加大会的股东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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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出席会议。 

三、现场会议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所持股份数将不再计入现场有效表决的

股份数。 

四、为保障大会秩序，提高大会效率，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除出席

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任何人员进入本

次股东大会会场。 

五、与会者要保持会场正常秩序，会议期间不要大声喧哗，请关闭手机或将

其调至静音状态。全体出席人员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

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六、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各

位股东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

常秩序。 

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时，需要在会议正

式开始前至少10分钟内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并填写发言申请单，经大会秘书处许

可，按登记的先后顺序依次发言。股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

量。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3分钟。由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对

股东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八、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损公司、股东共同

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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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参会人员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劝导，共同维护好股东大会秩序和安全。

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等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

予以制止。 

十、股东或股东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产生的费用由股东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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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基本情况及议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9月14日14点30分 

（二）会议召集人：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地点：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1）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2）网络投票起止日期：自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9月14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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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7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人员 

二、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报告股东现场到会情况 

（二）主持人介绍会议出席情况及表决方式 

（三）推举现场会议的监票人、计票人 

（四）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听取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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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供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股东提问与解答 

（六）主持人宣布表决开始，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填写表决票进行投票表决 

（七）主持人宣布投票结束，计票人统计现场表决结果、监票人进行监票 

（八）休会，统计现场及网络表决结果 

（九）宣布表决结果 

（九）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十）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一）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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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关于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供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发起设立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山东供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

基金管理”）、山东供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融资担保”）、山

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资本投资”）（以上合伙人统

称“原合伙人”）参与发起设立基金。基金总规模不超过 20,000 万元，其中一期

募集资金 6,000 万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1,000 万元、供销基金管理

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400 万元、供销融资担保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3,600 万元、

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1,000 万元；二期募集

资金 14,000 万元，待完成基金工商注册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后向其

他合作方募集。基金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的备案手续，取得《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JJ212）。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参与发起设立山东省

新旧动能转换供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9-040）、《关于参与发起设立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供销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1）、《关于参与

设立的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供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私募投资基

金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8）。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基金尚未对外投

资。 

一、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基金资金需求，进一步推进基金的发展运作公司拟对基金增资不超过

2,000 万元，其他原合伙人未增资，基金拟新引入的有限合伙人山东省新动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认缴出资 6,000 万元，山东供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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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小额贷”）拟认缴出资 1,000 万元，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拟认缴出资

2,000 万元，其他合伙人合计认缴出资 3,000 万元，使基金规模由 6,000 万元增加

至 20,000 万元（以最终确定的合伙人及其认缴出资额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相关规定，原合伙人及拟新引入合伙人供销小额贷均为公司关联方，关联

关系详见本公告“二、主要交易方基本情况”之“（一）关联交易方基本情况”。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为 4,050.36 万元（含本次金额），占天鹅股份最

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 5.59%。 

二、主要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方基本情况 

1、山东供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山东供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57 号天鹅大厦二层 

成立日期 2019 年 1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蒋庆增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主要股东 
供销资本投资持有 80%股权，山东省供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有

20%股权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最近一年主

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供销基金管理总资产为 1,544.22 万元，

净资产为 940.14 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 61.17 万元，净利润-59.86

万元。（以上数据经山东中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关联关系 

供销基金管理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省供销社控制下企

业；公司监事马学军先生担任供销基金管理风控总监；过去十二

月曾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王友刚先生担任供销基金管

理执行董事。 

供销基金管理在基金作为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备案登记信息（备案编号及备案时间）：P106997/2019 年 7 月 15 日。主

要管理人员有蒋庆增先生、马学军先生，其中马学军先生现任公司监事。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50148411-c3294600301
https://www.qixin.com/company/ed97f662-d300-41a5-aed4-fbc9a54680b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50148411-c32946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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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供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山东供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57 号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 许栋程 

注册资本 45,8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4.51%股权，山东省供

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有 34.31%股权 

经营范围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

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

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按照监管规定，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最近一年财

务指标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供销融资担保总资产为 49708.56 万元，

净资产为 47,608.18 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为 980.89 万元，净利

润为 806.50 万元。（以上数据经山东中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 

关联关系 

供销融资担保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控制下的企业；公司董事曹彦杰先生担任供销融资担保董事；

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友刚先生之配

偶曹金玲女士曾任供销融资担保董事。 

3、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57 号 

成立日期 2015 年 6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 王友刚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省供销社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及资产管理；其他企业管理服

务。 

最近一年财

务指标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供销资本投资总资产为 45,705.78 万元，

净资产为 43,065.76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为

-203.21 万元。（以上数据经山东中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关联关系 

供销资本投资直接持有公司 28.93%股份且为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

控制人省供销社控制下的企业；公司董事彦杰先生、监事马学军先

生担任供销资本投资副总经理；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公司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王友刚先生担任供销资本投资董事长兼总经理。 

4、山东供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山东供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https://www.qixin.com/company/b7354d3d-286e-4c82-b346-93cf0df341a2
https://www.qixin.com/company/ed97f662-d300-41a5-aed4-fbc9a54680b5
https://www.qixin.com/company/ed97f662-d300-41a5-aed4-fbc9a54680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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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九曲办事处驻地 

成立日期 2016 年 9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 叶军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供销融资担保持有 30%股权 

经营范围 
在山东省供销系统和临沂市区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开展小企业发

展、管理、财务咨询业务。 

最近一年财

务指标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5,378.87 万元，净资产

为 22,236.1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291.31 万元，净利润为

1,402.76 万元。 

关联关系 
供销小额贷系天鹅股份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省供销社控制下的

企业 

（二）非关联交易方基本情况 

1、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2169 号山东投资大厦 

成立日期 2018 年 4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 梁雷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及其他财政性资金的投资和运

营；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对投资项目进行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 

关联关系 与天鹅股份无关联关系 

备注：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动能公司”）作为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管理公司，行使引导基金出资人职责。 

3、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6 号楼 3101 室 

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 王赓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3633664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22251451-c3172829186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981172513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77758158-c235240644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4305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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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金融信息服务。 

关联关系 与天鹅股份无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类别为与关联人共同投资，交易标的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供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山东供销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姜凌宇）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 

成立时间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合伙期限 2019 年 10 月 30 日-2027 年 10 月 27 日 

企业经营场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谷

A4-5 号楼 11 层 1105-1 

（二）基金规模、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 

基金总规模 20,000 万元，分两期募集，认缴出资。首期已募集 6,000 万元，

本次向天鹅股份及新引入的有限合伙人合计募集 14,000 万元，本次增资后资金

规模达到 20,000 万元（以实际募集为准）。基金规模及出资情况详见下表：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

方式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

例（%） 

供销基金管理 
普通合

伙人 
货币 400.00  6.67  400.00  2.00  

山东省新动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6,000.00  30.00  

供销资本投资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000.00  16.67  1,000.00  5.00  

供销融资担保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600.00  60.00  3,600.00  18.00  

天鹅股份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000.00  16.67  3,000.00  15.00  

供销小额贷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1,00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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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财金投

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2,000.00  10.00  

其他合伙人 
有限合

伙人 
货币   3,000.00  15.00  

合计 6,000.00  100.00  20,000.00  100.00  

注：其他合伙人尚未确定，待确定后公司另行补充披露。本次拟新引入合伙

人及其认缴出资额以最终确定的为准。 

（三）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2020 年 6 月 30/2020 年 1-6 月 

总资产 6,000.00 6,028.70 

所有者权益 6,000.00 6,028.70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0 28.7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基金尚未开展投资业务。 

（四）基金管理模式 

1、普通合伙人为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并执

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按照约定拥有合伙企

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的权利，该等权利由执

行事务合伙人直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 

2、合伙企业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委会”），投委会为合伙企业投资决策

机构，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基金管理人负责组建，负责合伙企业的对外投资、投

资后管理及退出等。基金管理人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和合伙人会议决议开

展合伙企业经营事务。 

3、管理费按年度支付，在基金存续期内，年度管理费为基金未收回投资本

金的 2%；在基金延长期内，不收管理费。 

4、除全体合伙人有特别约定外，各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计算、分配合伙

企业收益；可分配资金的分配原则为“先回本后分利，先有限合伙人后普通合伙

人”；净收益分配采用门槛收益原则，门槛收益率为单利 5%；合伙企业的年平均

收益率不低于门槛收益率的，全体合伙人同意将其应享有的合伙企业门槛收益之

上的 20%奖励普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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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模式  

基金重点投资于智能制造、现代高效农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既可投资

子基金，也可直接投资项目，优先支持山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项目和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项目。 

四、关联交易暨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详见本公告“二、主要交易方基本情况”及“三、关联交

易标的基本情况”。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系满足基金资金需求，进一步推进基金的发展运作，基金投资领域

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有助于推动公司产业链整合和扩展；同时

公司作为投资人，在项目培育成熟后实现投资退出，从中分享投资回报，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基金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因此，本次投资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自 2019 年 8 月至今，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作为有限合

伙人认缴出资 1,000 万元与原合伙人发起设立基金，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参与发起设

立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供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40）。 

七、基金存在的风险 

1、基金部分合伙人尚未最终确定且新合伙协议尚未签署，可能存在拟新引

入合伙人退出以及未及时、足额募集到资金的风险，因此基金本次增资实施过程

存在不确定性。 

2、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将面临较

长的投资回收期，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基金的投资方

向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但存在基金投资后标的公司未能达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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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协同效应的风险。同是，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受宏观经济、国家政策、行业周期、

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基金亏损

的风险。 

公司将充分关注可能存在的风险，密切持续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及其投资

项目的实施过程，切实降低公司投资风险。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山东供销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