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448      证券简称：华纺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2 号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 12月 22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48 华纺股份 2021/12/15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滨州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18.63%股份的股东滨州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11 日提出临时

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调整担保对象的临时提案 

各位股东： 

2021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滨州

财金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由公司为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市财金集团”）提供担保 2.5 亿元。现根据市财金集团总体授信安排，建

议将其中 0.5 亿元担保对象调整为市财金集团下属子公司山东滨州粮食和物资

储备集团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持双方的合作关系，切实保障公司的融资需求及资金正常周转，本公司

于 2021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给

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市财金集团”）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担保（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给华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人

民币 39000 万元），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三年。现根据市财金集团总体授

信安排，建议将其中 0.5亿元担保对象调整为市财金集团下属子公司山东滨州粮

食和物资储备集团有限公司；调整后华纺股份对是财金集团担保额度降为 2亿元；

调整后担保期限与原担保期限同期。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联关系； 

注册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彭李街道渤海十六路 736号； 

法定代表人：顾全新； 

注册资本：2268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企业筹集资金、风险投资、城市建设开发投资（依法需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等 

财务状况：截止 2020年底，资产总额 3879413.70万元，负债总额 2292020.89

万元，净资产额 1587392.81 万元，营业收入 543552.41万元，净利润 10689.20

万元；截至 2021年 11月底资产总额 4159263 万元，负债总额 2500483 万元，净

资产额 1306752.89 万元，营业收入 796705 万元，净利润 15516万元（报表未经

审计）。 

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华纺股份 18.63%股份的股东滨州安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本次担保为关联担保。 

2、被担保人：山东滨州粮食和物资储备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联关系； 

注册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高新区高十二路 516号 ； 

法定代表人：王玉明 ； 

注册资本：13080 万元 ； 

经营范围： 粮食、棉花、食用油脂的收购、储存、销售；粮油仓储服务（通

用仓储、低温仓储、谷物仓储、棉花仓储、其他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其他

仓储业）；军粮供应；救灾物资、医用物资仓储服务(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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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山东滨州粮食和物资储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粮集



团”）是市属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承担着市级储备粮油的收储任务和部分中央权

属最低收购价粮、国家临时储备粮以及省、市应急物资的储备任务。公司建有各

式储粮仓房 43栋，共有粮仓 68口，仓容 32 万吨，钢构仓 14口，仓容 18万吨，

总仓容 50 万吨，是目前省内仓储规模较大、设备设施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粮食收

储企业。 

银行评级：A 

信用状况：良好 

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底，资产总额 57004 万元，负债总额 28434 万元，

净资产额 28570万元，营业收入 64405万元，净利润 2428万元（已经审计）；截

至 2021 年 11月底资产总额 66636万元，负债总额 34430万元，净资产额 32206

万元，营业收入 53537 万元，净利润 1724万元（报表未经审计）。 

山东滨州粮食和物资储备集团有限公司系持有华纺股份 18.63%股份的股东

滨州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本

次担保为关联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相互提供的额度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三年。   

特此提案。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1 年 12月 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

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 年 12月 22日  14点 30 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东海一路 118 号公司本部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年 12月 22日 

                  至 2021年 12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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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担保对象的临时提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2.01 盛守祥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 述 议 案 2 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 载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议案 1 本日披露，同时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登载《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滨州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否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4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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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调整担保对象的临时提

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01 盛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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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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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