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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之一 

 

关于为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 

申请的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其 2020年度在银行办理的总计 14.4亿元

人民币的授信业务陆续到期。根据业务需要，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在银行申请

的授信额度预计不超过 10.54亿元人民币，为保证其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经研究，公司拟

同意继续为其在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授信合作银行 授信品种 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城东支行 
银行承兑汇票 1.44 一年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中央门支行 

综合授信（其中：银行承兑汇票

敞口额度 2.8亿元、流动资金贷

款额度 1.5亿元） 

4.30 一年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综合授信 0.80 一年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综合授信 1.00 一年 

5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中支行 
综合授信 1.00 一年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东支行 
综合授信 2.00 一年 

合计 - 10.54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丽水大街 1186号 

4、法定代表人：吴华峰 

5、注册资本：35,000万元整 



 

3 3 

6、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9日 

7、经营范围：仓储服务；商品包装、装卸、检验、搬运服务；物资配送；钢材加工；

货物运输；货运代理；集装箱装卸、拆箱、掏箱；库房及机械设备出租；市场管理服务；停

车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电子商务信息咨询；动产质押监管；金属材料、化

工产品、木材、建筑材料、粮油、文化办公用品、五金、交电、电工器材、汽车（小轿车除

外）及零部件、橡胶制品、装饰材料、服装、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家电、家居用

品、预包装食品、矿产品、煤炭、焦炭销售；供应链管理；起重机械修理；与公司业务相关

的技术咨询、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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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无船承运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8、该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3,654.46 184,082.29 

负债总额 133,816.56 142,984.0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990.00 8,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3,546.56 142,747.77 

净资产 39,837.90 41,098.27 

 

经营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7,481.71 312,980.68 

净利润 2,780.80 1,260.37 

9、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中储南京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对其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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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理、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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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之二 

 

关于为中国诚通商品贸易有限公司 

在浦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诚通商品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 98.58%），公司为其在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办理的人民币 3,500万元敞口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已到期。

为保证其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经研究，公司拟同意继续为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3,500万元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中国诚通商品贸易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盛巷 6甲（2301） 

4、法定代表人：马德印 

5、注册资本：7,027.30万元 

6、成立日期：1992年 2月 15日 

7、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制品、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机械电子设

备、建筑材料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展览展示及会议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务、信息即

时交互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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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该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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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64,597.98 70,360.69 

负债总额 51,065.78 55,405.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2,000.10 

流动负债总额 51,041.36 55,386.61 

净资产 13,532.20 14,954.83 

 

经营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34,739.01 657,164.51 

净利润 1,417.26 1,422.62 

9. 该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 98.58%）。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中国诚通商品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该子公司经营

正常，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2月 23日



 

7 7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之三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审计机构的管理要求，公司拟聘

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2月9日成立（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

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执业资质：1992年首批获得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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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经PCAOB认可获得美国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执业资格，

2010年首批获得H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资质。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梁春 

合伙人数量：204人 

截至2019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1458人，较2018年末净增加150人，其中:从事过证券

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人数：699人 

截至2019年末从业人员总数：6119人 

3.业务规模 

2019年度业务收入：199,035.34万元 

2019年度净资产金额：16,813.72万元 

2019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319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收费总额2.9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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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16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1）、批发和

零售业（13）、房地产业（9）、建筑业（7）；资产均值：103.62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2019年度年末数：266.73万元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70,000万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华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2017年至今

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概况：行政处罚2次，行政监

管措施20次，自律监管措施3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张艳红，注册会计师，合伙人，从业 24 年，至今负责过多家上市公司

年度审计、清产核资、绩效考核、证监局及财政部检查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

无兼职。 

质量控制复核人：唐卫强，注册会计师，合伙人，1996年开始从事审计业务，2003 年

开始负责质量复核工作，专注于企业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及央企审计业务，曾负责多家上

市公司、央企及其他公司年度审计质量复核工作。2012年转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专业

技术标准工作，2020年开始负责重大审计项目的质量复核工作，审核经验丰富，有证券服

务业务从业经验，无兼职。从事证券业务的年限15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本期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虞东侠，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审计业务，至今参与

过多家企业改制上市审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

务从业经验，无兼职。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能够在执行本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近三年未发现其存在不良诚信记

录。 

（三）审计收费 

综合考虑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

工作量等因素，公司2020年度审计费用共计240万元（含内部控制审计费用50万元）。本期



 

9 9 

审计费用较2019年减少40万元。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1、机构名称：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华”） 

2、成立日期：2000年 9月 19日 

3、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21号 4栋 1003室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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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有关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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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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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连续服务年限：两年 

6、签字会计师连续服务年限：2019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韩正萍连续服务2年、李

颖服务1年 

中审华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

应尽的职责。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及沟通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审计机构的管理要求，公司拟聘

任大华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中审华进行了充分沟通，中审华对此无异议。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大华与中审华进行了沟通，并未发现可能导致其不

能接受公司聘任的事项。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八届四十次董事会和监事会八届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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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之四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中储股份天津事业部拟开展库房出租服务业务，经研究，公司拟决定增加经营范

围“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并对《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四条进行如下修订： 

修订前：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主营范围：商品储存、加工、维修、包装、代展、检验；库场设备租赁；商品物资批

发、零售；汽车（含小轿车）及配件销售；起重运输设备制造、维修；物资配送；货运代

理；报关业务；物业管理；电机及电器修理；包装机械、电子产品、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相

关产品（含配件）的设计、生产、销售；上述范围的技术咨询、服务；组织完成涉及我国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的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货物装卸、搬倒业务；冶金炉料、矿

产品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橡胶批发；国际货运代理；集装箱吊装、验货拆箱、装箱、拼箱；

网上销售钢材；动产监管；纸品、纸浆、木浆的销售；化肥、有机肥、生物肥、复合肥、

苜蓿草(饲料)的销售（危险品除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食用农产品：大

麦的销售；木材的销售；集装箱维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

供应链管理服务；食品经营；食用农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有

色金属压延加工；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广告设计、代理；限分支

机构经营：成品油、棉花、化工产品储存、销售；市场经营及管理服务；普通货运、货物

专用运输（集装箱）；煤炭批发；焦炭批发；自有房屋租赁；限分支机构经营：粮食、食

用油批发；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停车服务；货物专用运输（冷

藏保鲜）；限分支机构经营：货运站（场）综合服务；重油、渣油、预包装食品的销售；

乳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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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后：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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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范围：商品储存、加工、维修、包装、代展、检验；库场设备租赁；商品物资批

发、零售；汽车（含小轿车）及配件销售；起重运输设备制造、维修；物资配送；货运代

理；报关业务；物业管理；电机及电器修理；包装机械、电子产品、自动化控制系统和相

关产品（含配件）的设计、生产、销售；上述范围的技术咨询、服务；组织完成涉及我国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的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货物装卸、搬倒业务；冶金炉料、矿

产品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橡胶批发；国际货运代理；集装箱吊装、验货拆箱、装箱、拼箱；

网上销售钢材；动产监管；纸品、纸浆、木浆的销售；化肥、有机肥、生物肥、复合肥、

苜蓿草(饲料)的销售（危险品除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食用农产品：大

麦的销售；木材的销售；集装箱维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

供应链管理服务；食品经营；食用农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有

色金属压延加工；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广告设计、代理；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限分支机构经营：成品油、棉花、化工产品储存、销售；市场经营及管理服

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煤炭批发；焦炭批发；自有房屋租赁；限分支

机构经营：粮食、食用油批发；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停车服务；

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限分支机构经营：货运站（场）综合服务；重油、渣油、预

包装食品的销售；乳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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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修订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结果为准。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八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2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