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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设备）方案调整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保证公司总体设备出租率，经与浙江虎霸建设机械有

限公司（下称“浙江虎霸”）协商，公司拟对重大资产购买（设备）方案进行调

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重大资产购买（设备）审议和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设备）、《关于<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设备）等相关议案。公司于 2021年 9月 28日收到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国有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的《关于收购、增资千平机械有限公司股权及

购买重型机械设备的核准意见》，原则同意公司购买机械设备事宜。公司于 2021

年 9月 28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方案的议案》（设备）、《关于<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设备）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设备）及其摘要、《*ST 博信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决议公告》（2021-039）、《*ST博信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40）、《*ST博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1-050）、《*ST

博信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获得国资批复的公告》（2021-051）。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新盾保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盾保”）原拟支付

现金购买若干台全新机械设备用于重型机械设备租赁业务的开展，其中：拟支付

现金 650.00 万元向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矿

起”）购买 2台门式起重机、拟支付现金 1,800.00 万元向浙江虎霸建设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虎霸”）购买 6台塔式起重机。 

根据新盾保与交易对方河南矿起以及浙江虎霸分别确认出具的《设备交接

单》，截至本会议资料披露日，公司已按照《设备采购协议》的约定分别向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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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起、浙江虎霸支付相应款项并已完成相关设备交接验收事宜。 

二、本次方案调整情况 

本次方案调整系向公司租赁塔式起重机的使用方对其施工方案进行调整，导

致其对同类型塔式起重机的需求数量减少。为应对前述市场需求变化，保证公司

总体设备出租率，经与浙江虎霸协商，公司拟对重大资产购买（设备）方案进行

调整，将其中部分标的资产由“向浙江虎霸购买 6台塔式起重机”调整为“向浙

江虎霸购买 4 台塔式起重机”。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杭州新盾保装备有限公司拟实施购买资产事宜涉及的 6 台 25 吨塔式起重

机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21]第 16179号），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设备）方案调整拟调减向浙江虎霸支付 2 台塔式起重机对价 600.00 万元。 

三、本次方案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设备）方案的调整是公司充分调查论证、审慎研究并与

交易对手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以及相关各方履行相关协议的约

定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四、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及中介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设备）方案的调整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董事会同意本议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设备）方案调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

会同意本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以及签订的相关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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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交易调整后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设备采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 

3、我们同意博信股份董事会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总体安排，并同意博信

股份董事会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所涉及的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原方案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有权按照相关批

准和协议约定实施本次交易； 

2、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盾保向河南矿起购买 2 台门式起重机、向浙江虎

霸购买 4台塔式起重机已经办理完毕交割手续，资产交割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 

3、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相关

审批程序。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5、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根据本次

交易的相关约定办理后续事项，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

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作为本次交易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原方案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有权按照相关批

准和协议约定实施本次交易； 

2、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盾保向河南矿起购买 2 台门式起重机、向浙江虎

霸购买 4台塔式起重机已经办理完毕交割手续，资产交割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 

3、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相关

审批程序，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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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5、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根据本次交易的相关

约定办理后续事项，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上述后续

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提请会议审议。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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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杭州新盾保装备有限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设

备采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新盾保装备有限公司（下称“新盾保”）与浙江虎霸建

设机械有限公司（下称“浙江虎霸”）于 2021 年 9 月签订《设备采购协议》，新

盾保拟向浙江虎霸采购 6台塔式起重机。鉴于向公司租赁塔式起重机的使用方对

其施工方案进行调整，导致其对同类型塔式起重机的需求数量减少。为应对前述

市场需求变化，保证公司总体设备出租率，经双方协商一致，新盾保向浙江虎霸

采购的台塔式起重机数量由原《设备采购协议》约定的 6台变更为 4 台，采购总

价款由 1,800万元变更为 1,200万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会议审议。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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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西千平机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障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千平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平机械”）向

金融机构或其他资金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机构、保理机构等）融资事项顺

利实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杭州新盾保装备有限公司（下称“新盾保”）拟继续

为千平机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担保额度有

效期自 2022年 11月 29日至 2023年 11月 28日。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千平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恩江镇新城区永丰商会大厦1001号 

法定代表人：林泽杭 

注册资本：7,243.011万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设备租赁、销售；劳务分包、施工总承包、技术推广、

服务；电力设备、通信设备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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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707.69 69,476.80 

负债总额 49,013.46 34,681.1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5,571.00 12,057.18 

净资产 36,694.23 34,795.61 

 2022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166.39 19,079.51 

净利润 1,898.62 7,219.72 

与本公司的关系：千平机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盾保持股比例为 51%，王飞持股比例为

42.79%，赵顺微持股比例为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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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千平机械拟向金融机构或其他资金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机构、保理机

构等）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

动资金贷款、承兑汇票、保函、贸易融资、保理、信用证、项目贷款、融资租赁

等信贷业务。为保障公司控股子公司千平机械向金融机构或其他资金方融资事项

顺利实施，拟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盾保为控股子公司千平机械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保证范围包括千平机械向金融机构或其

他资金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机构、保理机构等）借款的全部本金、利息等。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及子公司新盾保

将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与金融机构或其他资金方签订担保协议，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办理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合同及其他与担保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件等。上述额度内的对外担保事项无

需再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出具决议（如有新增或变更的情况除外）。 

上述担保额度及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自 2022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8 日，该等授权额度在授权范围及有效期内可循

环使用。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系为支持千平机械日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公司

董事会对千平机械的偿债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次担

保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千平机械其他股东均为自然人，考虑到其资产规模

有限为此事项提供担保可行性较低，且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

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故其他少数股东未提

供同比例担保。千平机械股东王飞已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将其持有千平机械

30,990,754 元股权（占千平机械注册资本的 42.79%）质押给新盾保。公司认为

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可控，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带来重大风险。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会议资料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20.52 亿元，实际

发生担保余额为 4.12 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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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22%，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会议审议。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