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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股东大会须知 

为充分尊重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大股东，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次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召开等有关事宜。  

二、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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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也必须

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会议程序。  

四、要求发言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按照会议的议程，经会议主持人许

可方可发言。有多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时要求发言时，先举手者发言；不能确

定先后时，由主持人指定发言者。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

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时间不

超过 3分钟。  

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发言，在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再进行发言。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违反上述规定，会议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六、在会议表决程序结束后进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其投票表决无效。在进

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

办理。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结束后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表决票将视为无效。 

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对提交表决的议案发表如下意

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

票均视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九、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

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十、本次股东大会需通过的事项及表决结果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由聘请的律

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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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月 29 日下午 14:3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 166 号中庚环球创意中心 1

号楼 30 层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四、现场会议记录：董事会秘书 

五、大会议程： 

（一）与会人员签到（下午 14:00—14:25） 

（二）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到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代表股份数，以及其

他参会人员 

（三）宣读大会须知 

（四）审议大会各项议案： 

1、《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关于核销部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议案》 

（五）全体股东推选 2名股东代表、1名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六）现场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并对大会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七）休会，收集表决票，统计表决票和表决结果 

（八）宣布表决结果 

（九）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 

（十一）独立董事发言 

（十二）监事会主席发言 

（十三）董事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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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2021年度公司与关联人的相关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180,261.20万元。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1年1月13日，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认真审议并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关联董事梁衍锋先生、周敏先生回避了本次表决，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庚集团”）在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须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且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1）公司主要从事大宗贸易供应链业务，主营业务持续稳

定发展，公司与关联方是基于正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而持续发生的关联交

易。公司通过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贸易业务发展，增强公司主营业务

能力，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公司全体股东权益。该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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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均是公平有利的。（2）该项关联交易参照市场价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开、合理的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3）在审议该事

项时，公司关联董事梁衍锋先生、周敏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我

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宜。 

4、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监事于战勇、林维群已回避表决。2名关联监事

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50%，监事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董事会审计委员的审核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我们认为，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的合理预测，并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

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2020年度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380,253.09万元。截至2020年12

月31日，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上述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年度 

预计金额 

（万元） 

2020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 100,000.00 29,579.65 

根据实际

业务需求

调整 

宁夏伟中能源有限公司 30,000.00 27,171.22 

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0.00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 150,000.00 41,611.28 

宁夏伟中能源有限公司 60,000.00 29,908.88 

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0.00 193.53 

中庚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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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380,000.00 128,464.56  

向关联方

租赁办公

场地 

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 183.59 192.76 

不适用 

福州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8 6.63 

福建省中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28.14 43.90 

福建省中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8 1.17 

小结 223.09 244.47  

向关联方

酒店出差

住宿招待 

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

中庚聚龙酒店 
25.00 13.08 

不适用 
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福州中庚

聚龙酒店 
5.00 0.95 

小结 30.00 14.03  

合计 380,253.09 128,723.06  

注：2020年度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下同。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持续、正常进行，公司合理预计了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总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度 

预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21年

年初至

披露日

与关联

人累计

已发生

的交易

金额 

(万元) 

2020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预计金

额与实

际发生

金额差

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

联方

购买

原材

料 

徐州伟天化

工有限公司 
0.00 / / 29,579.65 11.00 

根据实

际业务

需求调

整 

宁夏伟中能

源有限公司 
40,000.00 16.20 / 27,171.22 10.10 

陕西伟天腾

达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00 4.10 / 0.00 / 

向关

联方

销售

商品 

徐州伟天化

工有限公司 
0.00 / / 41,611.28 15.60 

宁夏伟中能

源有限公司 
100,000.00 40.00 / 29,908.88 11.20 

陕西伟天腾

达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00 12.00 / 193.53 / 

小结 180,000.00   128,4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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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

联方

租赁

办公

场地 

上海城开集

团龙城置业

有限公司 

200.00 12.00 / 192.76 12.70 

不适用 

福州骏建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00 / / 6.63 / 

福建省中庚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38.00 2.28 / 43.90 2.90 

福建省中庚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1.00 / / 1.17 / 

小结 242.00   244.47   

向关

联方

酒店

出差

住宿

招待 

上海城开集

团龙城置业

有限公司中

庚聚龙酒店 

18.00 / / 13.08 / 

不适用 
福建中庚置

业有限公司

福州中庚聚

龙酒店 

1.20 / / 0.95 / 

小结 19.20   14.03   

合计 180,261.20   128,723.0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徐州伟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天化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于2007年4月2日设立，注册地为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马元村，主

要办公地点为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马元村，法定代表人为鹿玉芬，注册资本为

21,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范围

生产）；生产焦炭；销售自产产品；危险化学品经营（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核定范围经营）；机械设备租赁、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物流代理服务；仓

储服务；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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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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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中庚集团持有伟天化工15%股权，并向伟天化工董事会（由五

名董事组成）委派一名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

和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伟天化工的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经与公司年度审计机

构沟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有关解释，中庚集团虽对

伟天化工不构成控制，但能够对伟天化工施加重大影响，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

将与伟天化工的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 

   （二）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伟中”），企业类型为其他有

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设立，注册地为宁夏中卫市沙坡区美利工业园精细

化工区宁夏宇光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厂区，法定代表人为李奎，注册资本为10,0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焦炭生产、销售；煤炭销售（合同方式经营）；机械设

备租赁、销售；煤焦油、粗苯、硫酸、氢氧化钠溶液、酸式硫酸铵、甲醇、盐酸、

氨溶液（含氨>10%）、煤气批发（合同方式经营，经营场所不储存危险化学品实

物）；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制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环境保护检测、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新能

源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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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关联关系 

伟天化工持有宁夏伟中68%股权，经与公司年度审计机构沟通，中庚集团虽

对宁夏伟中不构成控制，但能够通过伟天化工对宁夏伟中施加重大影响，公司基

于审慎性原则，将与宁夏伟中的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 

   （三）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陕西伟天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天腾达”），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于2018年11月21日设立，注册地为

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清水川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为崔云飞，注册资本为10,000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煤炭、白云石销售；焦炭、硅铁生产、销售；机械设备

租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进出口业务；金属镁、镁合金、煤焦油、粗苯、氨

水、硅钙、煤焦沥青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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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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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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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公司关联关系 

伟天化工持有伟天腾达100%股权，经与公司年度审计机构沟通，中庚集团虽

对伟天腾达不构成控制，但能够通过伟天化工对伟天腾达施加重大影响，公司基

于审慎性原则，将与伟天腾达的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 

   （四）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城置业”），企业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成立于2010年11月30日，注册地为上海市闵行

区，法人代表人为梁衍锋，注册资本210,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在上海市

闵行区梅陇南方商务区地块内从事商办楼的开发、建设、经营，物业管理，酒店

管理，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旅游信息咨询，停车场库经营，会务服务，展

览展示服务，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的销售；食品销售，餐饮服务，旅馆，美容美

发服务，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健身服务，保健按摩服务，足浴（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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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城开集团龙城置业有限公司中庚聚龙酒店为龙城置业分公司，企业成立

于2018年08月09日，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法人代表人为林芳。经营范

围为：旅馆，餐饮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百货零售，酒店管理，自有房

屋租赁，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旅游信息咨询，停车场

库经营，健身服务，美容美发服务，保健按摩服务，足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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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龙城置业同受中庚集团控制，本公司董事长梁衍锋先生担任龙城置业

董事长，公司与龙城置业及中庚聚龙酒店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福州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福州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骏建”），企业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成立于1998年06月29日，注册地为福州市鼓

楼区，法人代表人为祝光宝，注册资本39,35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在福州市

温泉公园边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商住楼；在仓山区桔园洲金山四期南侧

“地王”A地块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商住楼；在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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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路东侧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香江红海园三期”。在晋安区连江路西

侧，化工路南侧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帝国大苑”；在鼓楼区东街83#

规划范围内建造、出租、出售“福建国际青年交流中心”。（涉及审批许可项目

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福州骏建同受中庚集团控制，公司与福州骏建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福建省中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福建省中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庚物业”），企业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01年10月12日，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市

仓山区，法人代表人为朱元焕，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物业管

理；绿化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家政服务；汽车租赁；娱乐及体育

设备出租；专业停车场服务；贸易代理服务；快餐服务；小吃服务；餐饮配送服

务；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服装，汽车零配件，五金产品，灯具、装饰物品，

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电气设备，建材，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

木质装饰材料，陶瓷、石材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体育场馆；休闲健身活动；机

构商务代理服务；大型活动组织服务；社会经济咨询；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中庚物业同受中庚集团控制，公司与中庚物业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福州中庚聚龙酒店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福州中庚聚龙酒店为福建中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建中庚置业”）的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18日，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

市仓山区，法人代表人为梁淑祯。经营范围为：接待国内外宾客住宿；大型餐馆

（含凉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酒店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会议及展

览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体育场馆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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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福建中庚置业同受中庚集团控制，本公司董事长梁衍锋先生担任福建

中庚置业董事长，公司与福建中庚置业福州中庚聚龙酒店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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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出售商品以及向关联人租赁办公室均是为了满足日

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提高生产经营保障

程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在日常交

易过程中，完成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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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于战勇先生已于

2020年 10月 27日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辞职后，

于战勇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73）。 

于战勇先生辞职后，公司监事会人数将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因此，监事于战

勇先生将履职至公司依法定程序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日。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1月 13日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监事会同意补选吴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候选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附件：候选人简历 

吴国，男；福建平潭人；1958 年 9 月 17 日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

高级经济师。1978 年参加建设银行工作。曾任建设银行平潭县支行业务科副科

长、科长；县支行副行长、行长。建设银行福州市分行副行长；建设银行福建省

分行（直属）福州城南支行行长兼党委书记。建设银行省分行个金部总经理兼电

子银行部、证券金融部总经理、省分行个金部党总支书记；2004年 11 月调入华

夏银行福建（福建省一级分行）分行任副行长。2017年 10月退休至今。 

吴国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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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核销部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规范操作、依法

合规的基本原则，对公司部分长期挂账的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进行清查梳理并

处置。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意核销长期挂账应付账款、其

他应付款共 67笔，合计 12,208,152.54元。 

一、本次核销应付款项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核销应付款项的账龄、交易背景、交易实质 

公司本次核销的应付款项账龄均在 10 年以上，按形成时间和单笔金额分别

统计如下： 

形成时间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2000年及以前 2,158,569.08 12 344,452.10 25 

2001年至 2010年 2,010,229.38 7 7,694,901.98 23 

合计 4,168,798.46 19 8,039,354.08 48 

 

单笔金额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50万元以上 1,746,650.79 2 6,925,040.09 5 

10-50万元 2,244,357.34 12 808,989.18 3 

10万元以下 177,790.33 5 305,324.81 40 

合计 4,168,798.46 19 8,039,354.08 48 

交易背景和交易实质说明：2007 年 8 月，公司名称由“河南冰熊保鲜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5 月变更

为“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公司主营业务由“生产卧式冷

柜的电器制造”先后变更为“房地产开发”和“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公司账

面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绝大部分系河南冰熊保鲜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时期形成，与公

司现有业务均无关系。 

（二）本次核销应付款项的具体措施 

公司于 2020年9月成立往来款核销专项工作小组，并任命总经理担任组长，

解决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的因历史原因导致的长期挂账应付款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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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10月，在公司财务部牵头下，工作小组正式开展往来款清查梳理

工作：1、全面整理、查补公司自河南冰熊前身河南省冷柜厂设立-2003 年河南

冰熊控制权变更、冷柜业务重组-2017年河南东方银星控制权变更、业务转型至

今的全部原始凭证和历史账册，并完成重新归档。2、同时，逐笔查询、核实原

始凭证、账册和现有账面中往来款项债权人姓名（名称）、应付金额，核查工作

结果以图片、文档形式记录存档。3、编制差异分析报告，推论、追查账面与原

始凭证记录差异，讨论账务调整可行性。 

2020 年 10月，在公司风控部组织下，工作小组依据财务清查结果，通过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百度等多种公开信息渠道，全面查询与公司

长期无交易的企业债权人信息，对债权人已注销或无法查得与债权人名称（字号）、

注册（主要经营）地区相似主体的，再次查阅会计资料与历史文件，确定多次尝

试后仍无法与相关主体取得联系的，将查询结果计入“存续、注销或无法查询”

的分类登记统计表中。对于无法追查和取得联系的个人债权人，通过历史业务文

件档案寻找可用联系方式，通过尝试联系当时业务人员以及债权人以外的联系人，

确定无法与债权人取得联系的，计入分类登记统计表中。核查工作结果以图片、

表格形式记录存档。 

2020 年 11月，财务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规

定，以工作小组上述核查工作结果为依据，将相关应付款项列入核销范围： 

类型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公司已注销的 
1,985,355.41 

 
7 3,571,136.76 5 

无法查得相似公司主体的 2,183,443.05 12 3,870,999.92 38 

个人无法联系的 0.00 0 597,217.40 5 

合计 4,168,798.46 19 8,039,354.08 48 

同时，财务部编制《2020 年度往来账款专项核销方案》（草案），经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三）本次核销应付款项的具体依据 

1、确定无法核查到债权人 

2003 年底，河南冰熊首次控制权变更，重庆银星智业（集团）有限公司成

为公司控股股东，并自 2007 年起对公司原有业务进行重组，将公司原有冷柜业

务逐步剥离，营业范围变更为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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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公司控制权再次变更，控股股东变更为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已更名为“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由“房地产开发”

变更为“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 

至此，公司经营与河南冰熊时期的冷柜业务、重庆银星时期的房地产开发业

务已完全没有关联，原冷柜业务、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经营管理团队与具体业务人

员已从公司离职多年，应付款项相关联系人几经更换，多重因素致公司已无法与

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债权人取得联系。 

2、普通债务诉讼时效届满 

公司本次核销的应付款项绝大部分为 2007年以前已形成的普通债务，其诉讼

时效属于普通诉讼时效，无论是适用债务形成时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还是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均不超过三年，以上应付款

项形成的普通债务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如债权人在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后，要求

公司履行债务的，公司可以提出不履行该等债务的抗辩，事实债务履行义务消失。 

 

二、近年公司核销应付款项情况 

2016 年 9 月，公司根据债权主体的存续情况及原始业务资料，核销已取得

确凿证据确定无法支付的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 112笔，合计 10,283,879.43 元。 

2018 年 10月，公司根据债权主体的存续情况及原始业务资料，核销已取得

确凿证据确定无法支付的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 661笔合计 12,554,347.37 元。 

以上详情请参见 2016年 9月 6日、2018 年 10月 23日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9、2018-073）。 

2019 年，公司积极尝试新业务、拓展供应链资源，建立完善了以煤化工为

主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业务，但经营战略、业务团队也出现较大调整。在此期

间，除必要的对账工作外，公司未能继续收集并获得核销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

的确凿证据，故未在 2019年度核销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 

2020 年，公司完善了信息系统建设，对原始业务文件、会计资料等再次进

行了梳理分析，更新了长期挂账的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档案，成立专项工作小

组，组织专人对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进行梳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

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拟核销已取得确凿证据确定无法支付的长期挂账的

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 67笔，合计 12,208,152.5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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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核销完成后，公司仍有账龄较短、债权主体存续或未注销、能查得与债

权人相似且未注销的主体等，未获得确凿证据的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共 119

笔，金额合计 23,885,535.66 元。统计如下： 

类型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金额（元） 笔数 金额（元） 笔数 

账龄未达 10年的 531,642.84  8 1,864,514.22 4 

账龄已达 10年的 10,882,038.01 48 10,607,340.59 59 

-主体存续或未注销的 9,815,201.52 41 9,983,311.14 38 

-有相似主体且未注销的 1,066,836.49 7 624,029.45 21 

合计 11,413,680.85 56 12,471,854.81 63 

 

三、本次应付款项核销对公司 2020 年度业绩的影响 

公司本次核销的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 12,208,152.54 元，将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本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规定计入营业外收入，预计

增加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56,114.41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47.22%。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核销部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核销部分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核销依据充分，有

利于保障公司规范运作。本次核销部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核销部分长期挂账应付款

项事项。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核销的部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账龄较长，长期

存在且无交易，应付款项主体已注销或被吊销。对长期挂账的应付款确认为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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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收入是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

们同意《关于核销部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议案》。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核销的部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的账龄较长，长期存在

且无交易。对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确认为营业外收入能够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经查验，本次核销款项所涉及的债权人均不是公司关联人。因此，同意公司核销

部分长期挂账应付款项并确认营业外收入的事项。 

 

 

请各位股东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