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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14:30 

会议地点：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证券大厦 23 楼会议室 

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读会议须知 

三、宣布会议现场出席情况 

四、审议议案 

五、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六、投票表决 

七、休会（汇总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 

八、宣布表决结果 

九、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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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制定会议须知如下： 

一、本次大会期间，请全体参会人员将手机铃声置于无声状态，

遵守会议纪律。 

二、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认可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

他人士入场。对于干扰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

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四、股东需要在本次大会上发言，应于会议开始前填写“股东发

言登记表”；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发

言时应当先报告姓名或所代表的股东单位。 

五、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股东以其所代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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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

反对或弃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

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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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计为“弃权”。 

六、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网络投票

平台及投票方法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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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降低融资成本和满足监管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担保事项进行了预计。现提请审

议并批准以下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预计担保基本情况 

1.融资类担保 

（1）担保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

保总额不得超过 130 亿元人民币，其中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

得超过 45 亿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 85 亿元人民

币；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得超过 120

亿元人民币；单笔担保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2）担保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为公开或非公开发行境内外的债

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普通债券、次级债券、超短期融资券、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境内外金融机构贷款（包括但不限于银行

授信、银行贷款、银团贷款等）等债务提供担保。 

（3）担保类型：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相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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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规定的担保类型。 

（4）担保人：公司及公司直接和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5）被担保人：公司直接和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 

（6）授权期限：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 

（7）授权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

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上述担保所涉及的文本签署，履行相关监

管机构审批、备案等手续以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并在提供担保函或

出具担保文件时，及时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非融资类担保 

（1）担保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泰金融国际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国际”）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

得超过 20 亿美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

保总额不得超过 15 亿美元。 

（2）担保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为国际衍生品框架协议(ISDA)、

主结算协议(Master Clearing Agreement)、债券市场协会/国际证券市场

协会全球回购协议(TBMA/ISMA GMRA)、主券商服务协议、贵金属

交易实物买卖、经纪业务、发行结构化票据等非融资类交易提供担保。 

（3）担保类型：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担保类型。 

（4）担保人：中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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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担保人：中泰国际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的公司）。 

（6）授权期限：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 

（7）授权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

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上述担保所涉及的文本签署，履行相关监

管机构审批、备案等手续以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并在中泰国际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函或出具担保文件时，及时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净资本担保 

为保证控股子公司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泰资管”）风险控制指标满足监管规定，促进其业务持续发展，

公司拟为中泰资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净资本担保，有

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同时，公司根据中国证

监会《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按照担保承诺

金额的一定比例扣减公司的核心净资本。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办理上述担保所涉及的文本

签署，履行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案等手续以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

并及时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预计担保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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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类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例 

（%）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2022年9月30日）

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亿元人民

币）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

（2022年9 

月30日） 

净资产比例

（%） 

担保预计 

有效期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融资

类担

保 

公司 中泰国际 100.00 88.10 9.12 
不超过 45 亿元

人民币 
12.62 

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否 否 

中泰国际 

Zhongtai 

International 

Structured 

Solutions 

Limited 

100.00 5615.04 0.00 

不超过 85 亿元

人民币，其中为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不超

过 75 亿元人民

币 

23.84 

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否 否 

中泰国际 

中泰国际财务

（英属维尔京

群岛）有限公司 

100.00 100.06 20.75 否 否 

中泰国际

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中泰国际 - 88.10 4.41 否 否 

中泰国际 
中泰国际证券

有限公司 
100.00 44.47 12.25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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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融

资 类

担保 

中泰国际 
中泰国际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112.95 16.40 

不超过 20 亿美

元，其中为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不超过

15 亿美元 

38.79 

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否 否 

中泰国际 
中泰国际金融

产品有限公司 
100.00 4.12 0.00 否 否 

净 资

本 担

保 

公司 中泰资管 60.00 40.64 6.50 
不超过6.5亿元

人民币（含） 
1.82 

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否 否 

注：1.汇率采用 2023 年 3 月 7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中间价，后续以实际发生时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中间价折算。 

2.上述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保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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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法人信息 

1.中泰金融国际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2 日 

（2）注册地点：香港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 189 号李宝椿大厦 19 楼 

（4）负责人：王仲坤 

（5）实收资本：3,154,568,375 港元 

（6）主营业务：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公司海外业务的平台，通

过下设附属公司开展具体业务 

（7）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17,565,651 13,482,717,907 

负债总额 11,115,642,397 11,708,830,095 

净资产 1,501,923,254 1,773,887,812 

营业收入 455,957,009 571,524,186 

净利润 -64,802,229 -968,774,889 

（8）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中泰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2 年 5 月 11 日 

（2）注册地点：香港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 189 号李宝椿大厦 1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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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收资本：1,505,000,000 港元 

（5）主营业务：证券交易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75,398,096 5,051,092,852 

负债总额 1,989,989,167 2,653,487,998 

净资产 2,485,408,929 2,397,604,854 

营业收入 190,335,607 237,408,333 

净利润 87,804,075 26,997,969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3.中泰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 年 1 月 27 日 

（2）注册地点：香港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 189 号李宝椿大厦 19 楼 

（4）实收资本：10,000,000 港元 

（5）主营业务：金融服务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70,560,252 4,412,927,950 

负债总额 5,953,230,578 4,919,520,991 

净资产 -682,670,326 -506,593,041 

营业收入 166,527,431 250,173,517 

净利润 101,107,930 -703,187,143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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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泰国际金融产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2 日 

（2）注册地点：香港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 189 号李宝椿大厦 19 楼 

（4）实收资本：500,000,000 港元 

（5）主营业务：金融服务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2,112,684 731,554,647 

负债总额 21,094,012 217,365,378 

净资产 511,018,672 514,189,269 

营业收入 803,358 -4,127,393 

净利润 -3,170,597 -7,038,835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5.中泰国际财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11 日 

（2）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 189 号李宝椿大厦 19 楼 

（4）实收资本：1 美元 

（5）主营业务：债券发行主体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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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2,363,131,485 2,367,663,155 

负债总额 2,364,473,406 2,368,860,108 

净资产 -1,341,921 -1,196,953 

营业收入 70,384,881 93,124,546 

净利润 -144,968 -184,733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6.Zhongtai International Structured Solutions Limited 

（1）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30 日 

（2）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 

（3）主要办公地点：香港德辅道中 189 号李宝椿大厦 19 楼 

（4）实收资本：1 美元 

（5）主营业务：金融服务 

（6）主要财务状况（以下财务数据为国际会计准则数据）： 

单位：港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629 2,043 

负债总额 1,832,133 1,743,326 

净资产 -1,799,504 -1,741,283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8,221 -92,464 

（7）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7.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121159314 

（2）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13 日 

（3）注册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 号 24 楼 05 室 

（4）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488 号太平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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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 10 楼 

（5）法定代表人：黄文卿 

（6）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人民币 166,660,000.00 元 

（7）主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

务 

（8）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3,475,285.33 1,167,337,335.21 

负债总额 534,469,837.73 503,041,142.03 

净资产 759,005,447.60 664,296,193.18 

营业收入 488,831,152.56 535,784,070.23 

净利润 94,709,254.42 68,670,328.55 

（9）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中泰国际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泰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中泰国

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中泰国际金融产品有限公司、中泰国际财务（英

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Zhongtai International Structured Solutions 

Limited 为中泰国际的全资子公司；中泰资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 60%。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

要，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违约风险和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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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其中，公司对中泰资管

的净资本担保是为了保证其风险控制指标持续满足监管规定，中泰资

管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但中泰资管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且

其经营情况良好，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

范围之内，有利于支持中泰资管的经营和业务发展。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