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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22 年 11 月 29 日（周二）下午 14:30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1号中国船舶大厦 15A 层会议室 

 

二、会议主要议程： 

1、介绍以下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地块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大会投票表决： 

由见证律师和公司一名监事及现场二位股东代表负责监票，工作人员统计表

决结果。 

3、会议交流： 

与会股东代表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互动交流（如有股东提问） 

4、大会通过决议： 

（1）大会秘书处宣布表决结果 

（2）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3）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4）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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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地块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或“本公司”或“公

司”）持股 55.64%的控股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国际”）拟

与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船业”）、广州广船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船实业”）签署《广船国际荔湾厂区地块二、三补偿协议》（以下简

称“《补偿协议》”），由广船船业、广船实业向广船国际支付相关地块补偿费用。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内容 

2014 年，根据广州市“退二进三”城市规划，广船国际荔湾厂区地块被列

为需搬迁的区域（按照土地开发规划安排划分为地块一、二、三）。其中广船国

际荔湾厂区收储地块一补偿事宜已于 2019 年完成。 

2022 年，广船船业、广船实业持续开展广船地块的土地开发工作，广船地

块中的剩余出让地块（用地面积约 14.0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98.97 万平方米，以

下简称“广船地块二、三”）现已完成挂牌出让。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穗

规划资源挂出告字〔2022〕44 号挂牌出让公告，广船地块二、三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出让成交。 

根据广船地块实际情况，为加快推进土壤治理修复、办理广船地块二、三

补偿事宜，广船船业、广船实业需要广船国际协助积极协调政府，同步推进土

壤修复和广船地块二、三的土地拍卖工作。因此，广船船业、广船实业拟与广

船国际签订《补偿协议》，以广船船业、广船实业预计可获得广船地块二、三增

幅收益为基础，由广船船业、广船实业向广船国际支付地块补偿费用含税金额

20.2 亿元，以更好推进地块开发等工作。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 

本次交易尚须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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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船工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广船船业、广船实业为中船工

业集团间接控股 50%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广船国际与广船船业、广船实业

签署《补偿协议》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1）广船船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20971914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648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费怡平 

成立日期 2014-11-18 

住所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36 号 101 室 

经营范围 
金属船舶制造；场地租赁（不含仓储）；船用配套设备制造；物业管

理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船船业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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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船船业主要财务指标 

广船船业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2022.9.30 2021 年/2021.12.31 

营业收入 0 44 

资产总额 935,264 894,580 

资产净额 394,751 393,546 

净利润 1,205 5,621 

注：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4）广船船业的资信状况 

广船船业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广州广船实业有限公司 

（1）广船实业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广船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04604794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98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费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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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4-08-22 

住所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36 号 102 室 

经营范围 
金属船舶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物业管

理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船实业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3）广船实业主要财务指标 

广船实业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2022.9.30 2021 年/2021.12.31 

营业收入 0 0 

资产总额 96,759 94,759 

资产净额 90,256 90,257 

净利润 -1 9 

注：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4）广船实业的资信状况 

广船实业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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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广船地块二、三补偿费用由广船船业、广船实业与广船国际以地块收储价

值增幅收益为基准协商确定。经各方公平磋商约定,广船地块二、三补偿费用定

价如下：以广船船业、广船实业预计可获得广船地块二、三增幅收益为基础，

由广船船业、广船实业向广船国际支付地块补偿费用含税金额 20.2 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广船国际同意积极协调政府，同步推进土壤修复和广船地块二、三（含二、

三期收储地块及自改地块）的土地拍卖工作，以便顺利推进开发项目实施。广

船船业、广船实业同意，依据现行地价补差，广船地块二、三归属广船国际补

偿款合计含税金额 20.2 亿元（大写：贰拾亿贰仟万元整），其中：广船船业承担

含税金额 17.6 亿元（大写：壹拾柒亿陆仟万元整），广船实业承担含税金额 2.6

亿元（大写：贰亿陆仟万元整）。 

同时各方明确： 

（一）广船国际负责的广船地块二、三土壤修复工作不影响土地拍卖及土

地交付工作； 

（二）广船国际应积极协调政府相关部门，保证广船地块二、三于 2022 年

内完成正式收储； 

（三）广船地块二、三于 2022 年内实现拍地成交。 

（四）广船国际完成上述事项后，广船船业、广船实业同意于 2022 年内广

船地块二、三拍地成交后向广船国际支付补偿费用含税金额的 5%；剩余款项由

广船船业、广船实业在广船地块二、三土地挂牌出让后收到财政土地款，以及

收到广船国际提供税务认可的合规发票和付款通知书后，在宽限期 30 个日历日

内按实际收款进度比例支付给广船国际。如有特殊情况，再另行商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加快推进土壤治理修复、办理广船地块二、三补偿事宜，广船船业、广

船实业拟与广船国际签订《补偿协议》，以更好推进地块开发等工作。如按上述

协议于 2022 年内完成相关工作后，将增加本公司 2022 年度利润总额约 17.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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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2 年 11 月 11 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地块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审计委员会审议认为：“本次签署《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根本

利益，定价合理公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预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地块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行使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签署《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根本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行为，定价合理公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本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 11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