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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0 月 11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多功能会议厅 

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在现场召开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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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忾先生 

会议议程： 

（一）参会人签名、股东进行登记 

（二）会议主持人介绍股东到会情况，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三）参加现场会议须知及介绍现场会议出席、列席情况 

（四）宣读、 审议以下议案 

审议《关于购买参股子公司天津中钞纸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五）股东发言及提问，同时就各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六）高管人员集中回答股东提问 

（七）推选监票人 

（八）股东和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九）暂时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十）复会，监票小组宣读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十一）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董事长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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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与会董事签署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 

 (十四) 由董事长宣布股东大会结束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参  加  现  场  会  议  须  知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

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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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职责。 

二、 参加大会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以

及授权委托书等证件，经验证后领取股东大会资料，方可出席会议。 

三、 股东请按时进入会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入座。 

四、 与会者要保持会场正常秩序，会议中要关闭手机不要大声喧哗。 

五、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六、 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在主持人许可后进行。主持人可以   

要求发言股东履行登记手续后按先后顺序发言。 

七、 每一股东发言原则上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发言不能超过 5 分钟。 

八、 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应当认真负责地、有针对性地集中回答股

东的问题，全部回答问题的时间控制在 30分钟。 

九、 现场股东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

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的 “同意”、“反对”、“弃权”项中任选一

项，并以打“√”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做弃权处理。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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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参股子公司天津中钞纸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一、交易概述 

（一）中钞纸业为公司参股企业，持股比例 24.48%。公司拟通过

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摘牌受让中钞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中钞纸业 25.94%

股权、北京人银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中钞纸业 17%股权、广东冠

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钞纸业 24.93%股权、昆仑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中钞纸业 7.65%股权，以上四家合计 75.52%的股权，挂牌

底价为人民币 3381.32 万元。收购完成后中钞纸业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名称：中钞实业有限公司  

①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81号 C 座十二层（德胜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印钞造币行业内的防伪技术及安全管理，提供安全防

伪产品印制、技术支持及全方位的服务。 

主要股东：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②交易对方主要业务：中钞实业有限公司是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控股的子公司，是印钞造币行业为社会提供安全印务服务的窗口企业。

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直接领导下，中钞实业有

限公司充分发挥印钞造币行业在防伪技术及安全管理方面的优势，利

用在有价证券、银行票据凭证、防伪纸张、防伪油墨等产品上的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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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权和丰富的防伪技术储备，并与国外印钞和安全印务的同行

保持密切联系和技术交流，为金融系统、保险业、政府部门及大型企

业提供安全防伪产品印制、技术支持及全方位的服务，不断满足客户

对产品防伪技术升级的需要。 

③中钞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2）名称：北京人银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①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安路 20号 3 号楼

3 层 

法定代表人：田波 

注册资本：4,57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融产品销售，餐饮物业服务管理 

主要股东：中国人民银行机关服务中心 

②交易对方主要业务：北京人银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人

民银行机关服务中心全额出资设立，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由

中国人民银行机关服务中心代总行管理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其

主要任务是：坚持为总行机关服务的宗旨，承担总公司的职责并对下

属企业履行全面管理职责。公司及所属企业是以商品销售、酒店服务、

金融培训、物业管理、金融安防工程、金融外包服务、专业承包和项

目投资为主要业务，集对内（人行系统）服务和市场经营于一体的国

有独资企业。 

③北京人银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3）名称：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①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 313 号  

法定代表人：谢先龙 

注册资本：127,131.5443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无碳复写纸、热敏记录纸生产 

主要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②交易对方主要业务：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首

家大规模生产热敏纸的专业公司和国内目前生产设备及工艺最先进的

https://www.qcc.com/pl/pr77c2e1269190b3b7b07e79c125bdb1.html
https://www.qcc.com/firm/4a4448953ca53045e2010875df653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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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无碳复写纸、不干胶标签材料、热升华转印纸生产基地。公司的

无碳复写纸广泛应用于税务、邮政、银行、商业等各行各业，公司自

主研发的三防特种热敏纸应用于中国体育彩票、中国福利彩票、民航

登机卡及铁路列车票等高端产品；不干胶标签材料广泛应用于物流、

医药、日化、食品、酒类等行业的可变信息标签、防伪标签及基础标

签，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属于国

资委“百户科技型企业深化市场化改革示范企业”之一。 

③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④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0 年 12 月底，资产总额

383,030.64 万元，净资产 280,522.44 万元，营业收入 243,974.53 万

元，净利润 17,854.73 万元。 

（4）名称：昆仑投资有限公司  

①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汇欣大厦 B 座 401室  

法定代表人：宋津萍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商务金融投资 

主要股东：宋志平  

②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昆仑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实业投资的

民营企业。涉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服务、技术培训等业务。 

③昆仑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④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年 6月底，资产总额 6,972.61

万元，净资产 1,189.45 万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15.3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中钞纸业 75.52%的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中钞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人银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冠豪高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昆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次转让行为是其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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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表示，转让的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侵犯第三方权益及法律法规

禁止或限制交易的情形，其对该标的具有完全处置权，就标的权属变

更有关事项，已向有关部门咨询核实，确认权属变更无障碍。 

（二）中钞纸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中钞纸业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华道 38号 

法定代表人：韩勇 

成立日期：1999 年 10 月 21日  

注册资本：11,507.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印纸、防伪纸、机制纸、纸板纸、卫生用品；造纸辅

料制造销售；纸张加工及技术咨询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

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防伪纸张的工艺技术和设

备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

规定的按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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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钞实业有限公司 25.94% 

北京人银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7%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93% 

昆仑投资有限公司 7.65%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4.48%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度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

益 

15.20 -7,519.77 6,469.51 5,090.84 1,378.67 

2021年 1-3月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

益 

0.00 -559.49 6,337.30 5,518.13 819.17 

中钞纸业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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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标的资产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信息，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如下：  

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2021年 3 月 31 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天津中钞纸业有限公司纳入

评估范围内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337.30 万元，评估值 9,995.50 万

元，增值额为 3,658.20 万元，增值率为 57.72 %；负债账面价值为

5,518.13 万元，评估值 5,518.13 万元，无增减值；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为 819.17 万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

值为 4,477.37 万元，增值额为 3,658.20 万元，增值率为 446.57%。 

                                                 单位：人

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 面 价

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38.72 138.72 - - 

非流动资产 6198.59 9856.79 3658.20 59.02 

其中：固定资产 5173.44 5512.38 338.94 6.55 

     无形资产 1025.15 4344.41 3319.26 323.78 

资产总计 6337.30 9995.50 3658.20 57.72 

流动负债 1379.24 1379.24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4138.89 4138.89 0.00 0.00 

负债总计 5518.13 5518.13 0.00 0.00 

所有者权益 819.17 4477.37 3658.20 446.57 

参照上述评估结果，本次转让标的股权的对应评估值为 3381.32

万元。 

 

四、后续安排 

根据产权交易中心规则，公司将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与转让方签

订《产权交易合同》，并将在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后及时进行披露。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本次股权转让相关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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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股权收购，获得标的公司的土地和房屋资产，将原

有业务优化后搬迁至标的公司所在地，实现了原有业务的异地搬迁和

提质增效，扩大磁卡、印刷、机具产品产能，有助于丰富上市公司业

务线，进一步拓宽盈利来源，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对公司原生

产场所的土地房产进行盘活，有利于公司资产效益的提升。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

效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收购完成后，中

钞纸业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议案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