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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规则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现场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现场会议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就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规则明确如下： 

一、为确认出席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或其他出席者的出席资格，会议工作人员

将对出席会议者的身份进行必要的核对工作，请被核对者给予配合。 

二、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于会议开始前入场；中途入场者，应经过会议工作人员

的许可。 

三、会议按照召集通知及公告上所列顺序审议、表决议案。 

四、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公司和其他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不允许录音录像。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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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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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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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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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合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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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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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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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次会议由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14：00 时 

二、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董事长或由公司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 

四、参会人员：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五、会议内容： 

1、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会议规则； 

2、宣布股东（股东代表）到会情况及资格审查结果； 

3、作如下议案报告： 

（1）《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关于 2023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4、股东（股东代表）发言和提问； 

5、推选计票人和监票人； 

6、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7、统计有效投票表决情况； 

8、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9、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10、出席会议董事在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11、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12、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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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表：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鉴于晋顺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企业，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担任

该公司董事和监事；嘉善力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通科技”）为本

公司参股企业，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总经理曾担任该公司董事；嘉兴台展模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台展模具”）的参股股东永裕国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投

资企业,公司总经理担任该公司董事。根据有关规定，以上公司与本公司交易构成了

关联交易。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关联采购和接受劳务（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2 年全年

预计金额（含

税） 

2022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

额（未经审计，

含税）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晋顺芯 

采购盘元、紧

固件、五金件

等 

26000 15855 
市场需求减少，采

购量减少。 

采购仓储服

务 
1800 1017  

采购物流运

输服务 
4000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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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劳务及

其他服务 
1000 341  

力通科技 

采购配件、软

件、设备及接

受劳务 

1500 1115  

台展模具 

采购模具材

料及接受劳

务 

800 381  

合计  35100 21834  

2、关联销售和提供劳务（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2 年全年

预计金额（含

税） 

2022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

额（未经审计，

含税）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晋顺芯 

销售盘元、紧

固件、五金件

等 

142000 94741 
市场需求减少，订

单减少。 

收取房租、电

费及其他 
600 205  

合计  142600 94946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关联采购和接受劳务（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3 年全

年预计金

额（含税） 

2022年1-11

月实际发生

金额（未经

审计，含税）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注 1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晋顺芯 
采购紧固件、

五金件等 
1160 1508 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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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仓储及运

输服务 
6800 4142 71.72 

预计仓储及运输

服务增加。 

接受劳务及其

他 
1000 557 0.44  

力通科技 

采购配件、软

件、设备及接

受劳务 

2000 1115 0.90  

台展模具 
采购模具材料

及接受劳务 
600 381 0.80  

合计  11560 7703   

注 1：为 2022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额占 2022 年 1-11 月实际同类业务发生金额比例 

2、关联销售和提供劳务（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3 年全

年预计金

额（含税） 

2022年 1-11

月实际发生

金额（未经

审计，含税）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注 2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晋顺芯 

销售盘元、紧

固件、五金件

等 

134400 94741 35.06 
市场需求减少，

订单减少。 

其他 220 205 2.66  

合计  134620 94946   

注 2：为 2022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额占 2022 年 1-11 月实际同类业务发生金额比例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晋顺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晋顺芯成立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是本公司参股企业，注册资本 585,518,720 元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蔡晋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五金产品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摩托车及零

部件研发；软件开发；通用零部件制造；紧固件制造；紧固件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

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机械零件、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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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金属工具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汽车零配件批

发；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

务；装卸搬运；国内贸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维修；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特种设备出租；

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通讯

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销售代理；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办公用品销售；

汽车新车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食品添加剂

销售；润滑油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特种设备销售；网

络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照明器具销

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会议及展览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包装

服务；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进出口代理；电气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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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5068.28 万元，净资产 90643.92 万元，2021 年

实现营业收入 219131.16 万元、净利润 3300.41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8370.95 万元，净资产 89958.04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5984.79 万元、净利润-734.8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目前该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2、嘉善力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力通科技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 31 日，是本公司参股企业，注册资本 2850 万

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祁力臧，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物联网、互联网、智慧城

市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承接计算机信息系统工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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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网络系统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工控自动化系统的设计、生

产、销售；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公共自行车系统配套软硬件开发、销售、运营、管

理；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进出口业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2098.75万元，净资产 12648.7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16894.88

万元、净利润 1559.00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

总资产 33338.71 万元，净资产 13416.02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372.11

万元、净利润 289.6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

足够的履约能力。 

3、嘉兴台展模具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台展模具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8 日，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投资企业永裕国际有限

公司的参股企业，注册资本：31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陈吉胜，企业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中外合资），住所：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晋吉路 8 号，经营范围：制造销

售模具标准件，对外金属制品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

公司总资产 6653.03 万元，净资产 5908.14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4594.59 万元、

净利润 481.86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6545.65 万元，净资产 6095.82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667.48 万元、净

利润 187.6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

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与晋顺芯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约人民币143580万元(含税)； 

2、具体内容为：采购紧固件、五金件等、接受仓储及运输服务、接受劳务及其

他服务8960(含税)；销售盘元、紧固件、五金件及其他134620万元(含税)。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正、公

允的原则； 

4、付款方式：月结60天。 

（二）与力通科技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约人民币2000万元(含税)； 

2、具体内容为：采购配件、软件、设备及接受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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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正、公

允的原则； 

4、付款方式：月结60天。 

（三）与台展模具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约人民币600万元(含税)； 

2、具体内容为：采购模具材料及接受劳务； 

3、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了公正、公

允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本次交易以进货价格为基础，加合理的成本费用和

合理利润确定交易价格； 

4、付款方式：月结60天。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选择的相关关联方，一方面是基于对关联方的生产经营、管理

情况及资信情况较为清楚，历史合作良好；另一方面受地域影响，关联方公司距公司

住所较近，可节约采购和销售的运输成本，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有效地满足公司生产

经营的需要。因此，本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交易是双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

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

补的合作原则。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

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所有关联交易根据《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按

照业务类型签署协议,合同条款基本为格式性条款，关联交易或非关联交易均适用，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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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表：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其他条款不变，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2-050 号）。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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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三：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制度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晋亿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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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四： 

 

《关于 2023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表： 

为保证 2023 年度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向各银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作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借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各项业务保函等，本次申请授信额

度有效期为：期限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在授信期限内，授

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并以

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

合理确定。 

为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与各相关银

行签署融资有关合同、协议，并授权财务部门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分批次向有关

银行办理有关贷款融资等手续。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