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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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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以新增股份換股吸收合併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債權人、債務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會議召開期間無增加、否決或變更提案的情況。
二、會議召開的情況
1.召開時間：
現場會議時間：2012年3月12日下午13：00－15：00
網絡投票時間：2012年3月11日—2012年3月12日
2.現場會議召開地點：深圳市福田區車公廟泰然四路泰然酒店（原泰然賓館）4樓

會議室
3.會議召開方式：
本次會議將採取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公司將同時通過深圳證券交

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東提供網絡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東可以在網絡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權。

4.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5.主持人：董事長王建宇先生
6.會議的召開符合《公司法》、《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

》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三、會議的出席情況
出席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理人共 251 人，所持有效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56,939,166股，佔公司股份總數的19.74%。其中，出席現場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
理人25人，代表出席會議有效表決權股份50,994,482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權股份
總數的89.56%，其中出席現場會議的A股股東及股東授權代理人22人，代表出席會議
有效表決權股份50,223,682股，出席現場會議的B股股東及股東授權代理人3人，代表
出席會議有效表決權股份770,800股。參與網絡投票的股東及股東授權代理人226人，
代表出席會議有效表決權股份5,944,684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10.44%
，其中參與網絡投票的A股股東及股東授權代理人225人，代表出席會議有效表決權
股份5,911,484股，參與網絡投票的B股股東及股東授權代理人1人，代表出席會議有
效表決權股份33,200股。

四、提案審議和表決情況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本次股東大

會採取現場及網絡投票表決相結合方式審議了列入本次股東大會會議議程的全部議案
，現場會議採取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關聯股東對相關議案迴避表決，部分股東通
過網絡參與表決，所有議案經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有效表決權總數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過。議案現場表決結果如下：

1.關於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議案；
本項議案涉及關聯交易，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

的相關規定，公司關聯股東深圳市萊英達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 「萊英達」）對該
議案迴避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 56,764,4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9%；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67,2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2%。

2.關於《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換股吸收合併富奧汽車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議案；

本項議案（包括以下子議案）涉及關聯交易，公司關聯股東萊英達對該議案（包
括子議案）迴避表決。

（1）關於公司以新增股份換股吸收合併富奧股份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38,7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5%；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92,9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6%。

（2）關於新增股份的種類和面值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38,7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5%；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92,9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6%。

（3）關於新增股份的定價方式和價格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582,2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37%；反對276,600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49%；棄權
80,300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4%。

（4）關於新增股份的數量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588,3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38%；反對257,8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45%；棄權
92,9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6%。

（5）關於新增股份的限售期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37,8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5%；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93,8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6%。

（6）關於基準日後的損益安排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38,7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5%；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92,9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6%。

（7）關於留存收益的安排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33,5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4%；反對112,6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20%；棄權
92,9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6%

（8）關於上市地點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38,7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5%；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92,9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6%。

（9）關於本決議有效期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38,7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5%；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92,9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6%。

3.關於《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換股吸收合併富奧汽車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暨關聯交易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

本項議案涉及關聯交易，公司關聯股東萊英達對該議案迴避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 56,727,0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3%；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104,6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8%。

4.關於審議公司與富奧股份簽署的《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富奧汽車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併協議》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27,0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3%；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104,6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8%。

5.關於與富奧股份簽署《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之吸收合併協議的補充協議》的議案；

本項議案涉及關聯交易，公司關聯股東萊英達對該議案迴避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 56,727,0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3%；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104,6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8%。

6.關於與吉林省亞東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天億投資有限公司、中國第一汽
車集團公司簽署《盈利預測補償協議》的議案；

本項議案涉及關聯交易，公司關聯股東萊英達對該議案迴避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 56,726,1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3%；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105,5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

7.關於與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及其關聯方簽署《關聯採購框架協議》等的議案
；

本項議案涉及關聯交易，公司關聯股東萊英達對該議案迴避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 56,638,5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47%；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193,1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34%。

8.關於公司遷址、更名、變更經營範圍並相應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27,0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3%；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104,6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8%。

9.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本次交易相關事宜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6,727,066 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63%；反對107,444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9%；棄權
104,656股，佔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0.18%。

五、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市競天公誠（深圳）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孔雨泉律師、黃亮律師
3.結論性意見：公司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及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

員的資格及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規範意見》、《公司章程》以及相關法律、
法規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決議合法、有效。

六、備查文件
1、《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文件》；
2、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
3、北京市競天公誠（深圳）律師事務所關於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法律意見書。
特此公告。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3月13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以新增股份換股吸收合併富奧
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富奧股份」，公司以新增股份換股吸收合併富
奧股份以下簡稱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完成後，公司將作為存
續公司承繼及承接富奧股份的所有資產、負債、業務和人員等，富奧股份的法人資格
註銷。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已經於2012年3月12日經公司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
會以及富奧股份2012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尚需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的核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規定，現公告如
下：

1、公司債權人自接到公司關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通知書之日起30日內，未接
到通知書者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內，可以根據有效債權文件及相關憑證要求公司提前
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擔保。此處有效債權不包含《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計劃》中已有約定的債權。

具體債權申報方式如下：
（1）現場申報
請持債權資料到公司以下地址申報債權：
地址：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勁松大廈5D
聯繫人：陳聯坦
（2）以郵寄方式申報

請在郵件封面註明 「申報債權」字樣，並將債權資料郵寄至以下地址：
地址：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泰然大道勁松大廈5D
郵編：518040
聯繫人：陳聯坦
郵寄方式的申報時間以寄出郵戳為準。
（3）以傳真方式申報
請在傳真首頁註明 「申報債權」字樣，並將債權資料傳真至以下號碼：
傳真號碼：0755－8387 5212
聯繫電話：0755－8387 5531
聯繫人：陳聯坦
債權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擔保的，請於上述期間內通知公司，

逾期將視為債權人放棄要求公司提前清償或者提供相應擔保的權利，公司對其負有的
債務將由本公司及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後的存續公司按照原債權文件的約定繼續履行。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計劃》中對本公司債務處理另有約定的，按照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計劃》處理。

2、公司將以向債務人發出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通知書及刊登本公告的方式，向
本公司各債務人告知債權轉移事項，各債務人需按原約定向本公司及／或本次重大資
產重組後的存續公司履行債務。

特此公告。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3月12日

申請酒牌啟事
DARTSMAN

現特通告：賴瀚濤其地址為九龍觀塘康
利道11號樂意園18字樓3室，現向酒牌
局申領位於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53-55
號嘉芙中心15樓DARTSMAN的酒牌，
附加批註事項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
者，請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
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3月13日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 05002831 0500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 1171 2834 66312838 1171 2834 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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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歡迎來電查詢

成品、 半成品
買賣合約書

燦坤日本電器
株式會社

2008年 7
月 1日

2008 年 7 月 1 日
至 2011 年 6 月
30日 依市場價格進行交易。

以出貨後 90 天為支付
條件， 亦可以 L/C 為支
付條件。 （2011 年 10
月開始， 改為 60天）2011年 7

月 1日

2011 年 7 月 1 日
至 2014 年 6 月
30日

傭金 燦坤日本電器
株式會社

2010年 1
月 1日

2010 年 1 月 1 日
至 2012 年 12 月
31日

以廈門燦坤按銷售日本
燦坤產品總價的 10%以
內計算傭金

傭金每季度繳付一次。

成品、 半成品
買賣合約書

廈門升明電子
有限公司

2008年 7
月 1日

2008 年 7 月 1 日
至 2011 年 6 月
30日 依市場價格進行交易。

以出貨後 90 天為支付
條件， 亦可以 L/C 為支
付條件。2011年 7

月 1日

2011 年 7 月 1 日
至 2014 年 6 月
30日

協定內容 關聯方名稱 簽署日期 協議有效起訖
日期 交易價格 付款安排及結算方式

成品、 半成
品 、 原 材
料、 模具、
機器設備買
賣合約書

PT.STAR
COMGISTIC
INDONESIA

2011 年 4
月 1日

1、 2011 年 04
月 1 日至 2012
年 3月 31日

1、 成品、 半成品、 原
材料： 依市場價格進行
交易。

以出貨後 90 天為支付條
件， 亦可以 L/C為支付條
件 。 （2011 年 10 月開
始， 改為 60天）2011 年 10

月 1日

2、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9月 30日

2、 模具、 機器設備：
依評估價協商議定

廠房租賃合
約

PT.STAR
COMGISTIC
INDONESIA

2011 年 10
月 1日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日

按每平方米 1.88美元計
算租金

租金每半年繳一次 ,一次
繳 6 個月,預收三個月租
金;租金於承租結束日退
回;

代理服務合
約

燦星旅遊網旅
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

2009 年 3
月 1日

2009 年 3 月 1
日至 2012 年 2
月 29日

雙方提供非獨家的“代
理服務” ， 辦理旅遊所
需業務的事務處理； 代
理服務費依每批訂單需
求之實際報價收取。

每月 20 日及次月 5 號前
提供原始憑證、 發票等與
對方進行月結算， 付款方
式 T/T月結 10天。2010 年 6

月 1日

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2年 12
月 31日

代理服務合
約

燦星國際旅行
社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 1
月 1日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年 12
月 31日

雙方提供非獨家的“代
理服務” ， 辦理旅遊所
需業務的事務處理； 代
理服務費依每批訂單需
求之實際報價收取。

每月 20 日及次月 5 號前
提供原始憑證、 發票等與
對方進行月結算， 付款方
式 T/T月結 10天。

成品、 半成
品買賣合約
書

廈門燦坤商貿
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日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年 10
月 31日

依市場價格進行交易。
以出貨後 60 天為支付條
件， 亦可以 L/C為支付條
件。

廠房租賃合
約書

廈門燦坤商貿
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3日

2011 年 9 月 16
日至 2014 年 9
月 15日

租金以年度計算， 租金
為 1,000 萬元/年 （含
稅） 。

采預繳半年租金方式支付

代理服務合
約

廈門升明電子
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1日

2009 年 9 月 1
日至 2012年 12
月 31日

向廈門升明提供代理服
務， 每批代理服務費依
實際報價收取。

結算方式依照雙方選定的
專案商品確定， 分為現金
結算和定期結賬方式

四、 交易目的和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以上各項關聯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產經營及旅遊代理服務所必需， 選擇與關

聯方合作可大大降低公司經營風險， 不會損害公司利益， 上述關聯交易還將持續
發生， 並得到進一步保障。

公司日常關聯交易嚴格按照關聯交易定價原則執行， 符合公開、 公平、 公正
原則， 不會對公司財務狀況、 經營成果產生影響， 公司的主要業務不會因此而對
關聯方形成依賴。

五、 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 2012年全年預計日常關聯交易系公司營運所需， 不影響公司的獨立性，

定價依據客觀公允， 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 在表決本案時關聯董事
已按規定予以回避， 表決程式符合有關規定， 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董事會作出通
過《2012年度預計日常關聯交易議案》 的決議。

獨立董事： 陸建新、 葛曉萍、 塗連東
2012年 3月 10日

六、 備查文件
1、 與上述關聯企業簽訂的相關合約；
2、 獨立董事就上述關聯交易出具的獨立意見；
3、 與國家稅務局簽訂預約定價安排。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3月 10 日

證券簡稱： 閩燦坤 B 證券代碼： 200512 公告編號： 2012-011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 準確、 完整， 沒有虛假

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 “公司” 、 “本公司” 或“廈門燦坤”)

及董事會依據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臨時
公告格式第 1 號 《上市公司收購、 出售資產公告格式指引》 、 第 2 號 《上市公司
關聯交易公告格式指引》 和第 6 號 《上市公司對外投資格式指引》 等有關規定，
就有關本公司子公司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 （簡稱： “漳州燦坤”） 收購公司關聯
方 SINO GLOBAL DEVELOPMENT LIMITED， 中文名-中國全球發展有限公司 （簡
稱“中國全球”） 所持有全資子公司英升發展有限公司 (簡稱“英升發展”) 的
100%股權產生關聯交易編制本公告如下：

一、 關聯交易概述
1、 收購英升發展股權的基本情況：
由於歐債危機帶來的世界經濟復蘇動力依舊不足， 但隨著新興市場的經濟體

成長， 東南亞周邊經濟的崛起， 借由海外生產基地的優勢成本， 2012 年度本公司
加速供應鏈整合， 加速開拓亞洲市場。 2011 年英升發展持有 99%股權的 PT.STAR
COMGISTIC INDONESIA (中文名- 印尼燦星網通， 簡稱“SCI”) 已取得印尼當地
所有保稅工廠相關證照， 且已完成基建配套生產車間， 已可正式投產。 漳州燦坤
為加速印尼海外工廠的佈局， 擴大產銷規模， 降低生產成本， 同時 PT.TSANN
KUEN ZHANGZHOU INDONESIA（由漳州燦坤在印尼轉投資的全資子公司， 以下
簡稱 “TKLI”） 在正式投產前， 尚需再行投入相關工程設備等， 難以滿足漳州燦
坤迅速在海外建廠擴展佈局的需求。 基於此， 漳州燦坤與中國全球協議收購其所
持有的英升發展的 100% 股權。 2012年 3月 10日， 漳州燦坤與中國全球簽訂 《股
權轉讓協定》 ， 中國全球將所持有的英升發展 100%股權以 630萬美元轉讓給漳州
燦坤， 股權轉讓完成後， 漳州燦坤將調整 TKLI 的定位， 將其作為在印尼家電製
造基地的採購配套公司、 當地家電內銷經銷商。 英升發展股權架構轉讓前後情況
見下表：

單位： HKD萬元
標的公司 投資方 轉讓前 轉讓後

註冊 資本 實收資本 持股 比例 註冊資本 實收資本 持股 比例

英升發展 中國全球 5799.3 5799.3 100%
漳州燦坤 5799.3 5799.3 100%

2、 轉讓方中國全球系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 （台灣） 燦星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100%控股子公司， 本次轉讓英升發展的股權購成了漳州燦坤與中國全球的關聯交
易。

3、 董事會審議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的表
決情況：

本公司於 2012年 3月 10日召開 2012年第二次董事會， 七名董事全員出席，
3 名關聯董事回避表決， 由 4 位非關聯董事表決通過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
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議案》 。 三位獨立董事事前認可並出具獨立意見：
本案已於 2012年 3月 7日獲得獨立董事認可及發表獨立意見： 控股子漳州燦坤為
加速在海外印尼工廠的佈局， 擴大產銷規模， 降低生產成本， 已經在印尼設立子
公司 TKLI， 因應印尼子公司經營業務發展和更符合當地的監管要求， 調整 TKLI
定位， 並收購英升發展股權 （控股印尼 SCI） ， 本次關聯交易是必要的。 該股權
收購價格合乎市場定價並低於評估報告的評估價格， 定價客觀、 交易價格公允，
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 在表決本案時關聯董事已按規定予以回避，
表決程式符合有關規定， 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董事會作出通過 《關於控股子公司

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議案》 的決議。
此項交易尚須獲得股東大會的批准， 與該關聯交易有利害關係的關聯人將放

棄在股東大會上對該議案的投票權。
4、 本次關聯交易不構成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 規定的重大資

產重組； 但由於中國全球屬境外公司， 尚需獲得政府有關主管部門 （公司所在地
漳州經貿局和外匯管理局） 批准， 才能匯出款項。

二、 交易關聯方基本情況
1、 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SINO GLOBAL DEVELOPMENT LIMITED 中國全球發展有限公司
住所： 英屬維爾京群島托特拉斯路城境外公司中心大樓 957號
企業性質： 控股公司
註冊地： P.O.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Tortola, British

Virgin Lslands
主要辦公地點： P.O.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Tortola,

British Virgin Lslands
法定代表人: 簡德榮
註冊資本: 40,000,000美元
營業執照號： 174837
主營業務： 控股公司
主要股東或實際控制人： 燦星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2、 歷史沿革： 1996年 2月 6日成立
3、 主要業務最近三年發展狀況： 2009 年營收 2,644.75 萬美元， 2010 年營收

1,686.09萬美元， 2011年營收 151.00萬美元；
4、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淨利潤： 61.44萬美元
5、 最近一個會計期末的淨資產： 16,075.51萬美元
6、 交易對方與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東在產權、 業務、 資產、 債權、

債務、 人員等方面的關係:
交易對方中國全球系本公司三大控股股東香港優柏工業有限公司、 香港僑民

投資有限公司和香港福馳發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東， 股東蔡淑惠系公司實際控制
人吳燦坤先生的配偶； 本公司未知其餘股東是否與交易對方存在關聯關係

7、 構成具體關聯關係說明： 交易對方中國全球系本公司三大控股股東的控股
股東。

三、 關聯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1． 標的資產概況：
本次交易標的英升發展的 100%股權， 該收購的英升發展股權不存在抵押、 質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權利， 不存在涉及有關資產的重大爭議、 訴訟或者仲裁事項，
也不存在查封、 凍結等司法措施。 本次所收購的標的所在地位於香港。

2． 本次交易標的基本資料及定價情況如下表：
資料來源 幣別 帳面原值 帳面淨值 評估價值 交易價格

2011年度 審計報告 萬元 4,678.03 4,700.72 3963.90
折 USD萬元 743.50 747.11 630.00

2012年 1月 審計報告 萬元 4678.03 4717.53 4248.18 3963.90
折 USD萬元 743.50 749.78 675.18 630.00

註： 標的原始投資成本匯率採用原始投資時匯率進行折算， 標的股權淨值及
交易價格匯率採用 2012年 2月 29日匯率進行折算 （USD : RMB=1:6.2919）

3． 標的公司基本情況介紹
公司名稱： East Sino Development Limited 英升發展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和持股比例： 系為中國全球發展有限公司 100%持有
設立時間： 2010年 4月 29日
註冊資本: 57,993,000 HKD（實收資本 57,993,000 HKD）
註冊地： 香港
主要辦公地點： FLAT/RM B2 14/F CHAIWAN INDUSTRIAL CENTRE 20 LEE

CHUNG STREET CHAIWAN HK
法定代表人: 簡德榮、 陳彥君
公司類型： 投資控股公司
主營業務： 專業投資。
4． 標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財務資料 （經審計） ：

單位： 元/人民幣
科 目 2011年 12月 31日 2012年 1月 31日

資產總額 47,007,185.64 47,175,340.06
負債總額 47,010,060.90 3,254.40
應收款項總額 0.00 0.00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 0.00 0.00
淨資產 (2,875.26) 47,172,085.66
營業收入 0.00 0.00
營業利潤 (4,675.01) 2.41
淨利潤 （沒有包含大比例非經常性損益） (4,675.01) 2.4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675.01) 2.41

註： 2012 年 1 月 31 日， 中國全球董事會決議同意向英升發展增資， 相應增
資款項港幣 57,983,000.00 元記入資本公積—資本溢價。 英升發展增資的相關登記
手續於 2012 年 3 月 5 日已經辦理完成， 登記手續完成後， 資本公積-資本溢價轉
入實收資本。

英升發展增資原因及對評估作價的影響： 2010年 4月底， 中國全球通過英升
發展開始對印尼 SCI進行投資， 並於 2011 年初完成對印尼 SCI 的投資， 為了反應
交易的事實及相關投資程式的完成， 2012 年 1 月 31 日中國全球決定將相關的投
資款轉為英升發展的資本金。 本次採用資產基礎法 （成本法） ， 增資對評估作價
沒有影響。

本次交易標的經委託具有從事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資格的利安達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責任公司進行審計， 審計報告可查閱備查檔 《利安達審字 [2012] 第 1110
號》 。 公司同時委託具有從事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資格的北京龍源智博資產評估有
限責任公司進行評估， 評估報告可查閱備查檔 《龍源智博評報字 （2012） 第 B-
107號》 ,評估基準日 2012年 1月 31日。

5． 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涉及債權債務處理情況說明： 不涉及債權債務
四、 交易的定價政策及定價依據
本次交易以英升發展 2011 年度和 2012 年 1 月份經審計的帳面淨值和截止

2012年 1月 31日的評估值作為定價參考依據； 考慮交易標的持有 99%股權的 SCI
目前尚處生產調試虧損階段及收購方漳州燦坤的營運佈局需要， 經雙方協商交易
價格確定為 630萬美元。

1、 資產評估方法： 本次評估方法的選擇主要是根據被評估單位資產的實際
狀況和特點， 並結合本次評估目的來確定。 《企業價值評估指導意見 （試行）》 規
定： 企業價值評估方法有收益法、 市場法和成本法。 本次評估目的是為漳州燦坤
實業有限公司擬收購英昇發展有限公司股權提供價值參考， 因沒有相同類型的案
例， 不適宜市場法評估； 根據委託方及被評估單位提供的資料， 被評估單位成立
於 2010 年 4 月， 屬於投資公司， 目前沒有產生收益， 因此， 不宜採用收益法評
估， 本次評估採用成本法。

2、 評估結論： 英升發展有限公司截止評估基準日總資產帳面價值為 4,717.53
萬元， 評估價值為 4,248.42 萬元， 減值額為 469.11 萬元， 減值率為 9.96%； 總負
債帳面價值為 0.33萬元， 評估價值為 0.33萬元， 沒有增減變化； 淨資產帳面價值
為 4,717.20 萬元， 淨資產評估價值為 4,248.09 萬元， 減值額為 469.11 萬元， 減值
率為 9.94%。 評估結果詳見下列評估結果匯總表：

資產評估結果匯總表
評估基準日： 2012年 1月 31日 金額單位： 人民幣萬元

項 目 帳面價值 評估價值 增減值 增值率％
流動資產 5.57 5.57 - -
非流動資產 4,711.96 4,242.85 -469.11 -9.96
其中： 長期投資 4,711.96 4,242.85 -469.11 -9.96
資產總計 4,717.53 4,248.42 -469.11 -9.94
流動負債 0.33 0.33 - -
非流動負債 - - -
負債合計 0.33 0.33 - -
淨資產 （所有者權益） 4,717.20 4,248.09 -469.11 -9.94

英升發展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在評估基準日所表現的市場價值為 4,248.09
萬元。

3、 評估增減值原因： 主要是英升發展對印尼 SCI 的長期投資出現減值； 印

尼 SCI是新成立企業， 2011 年 5 月正式投產， 由於投產期， 生產設備需要調試、
市場銷路尚待開發、 生產工人需要培訓等原因， 各項支出較大， 出現虧損。 英升
發展持有其 99%的股份， 因此長期投資出現減值。

五、 交易協定的主要內容
1、 成交金額： 630萬美元
2、 支付方式： 現金
3、 付款安排： 漳州燦坤應在本股權轉讓協議簽署後並獲政府授權部門批准

之日起 10 天內支付首期款 50%給中國全球， 餘款 50%在股權交易完成後 10 天內
支付給中國全球。

4、 關聯人在交易中所佔權益的性質和比重： 100%關聯交易
5、 協議生效條件、 生效時間以及有效期限：
《股權轉讓協議》 經公司股東大會通過並獲政府授權部門批准後始生效。
6、 交易標的交付狀態、 交付和過戶時間：
該轉讓股權中國全球合法擁有該轉讓股權並具有完全處分權， 該轉讓股權不

存在抵押、 質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權利， 不存在涉及有關資產的重大爭議、 訴訟或
者仲裁事項， 也不存在查封、 凍結等司法措施； 漳州燦坤在 《股權轉讓協議》 獲
政府授權部門批准之日起 10 天內支付首期款 50%給中國全球， 由中國全球配合
漳州燦坤辦理該股權轉讓手續； 餘款按 《股權轉讓協議》 約定支付。

7. 交易過渡期安排及損益歸屬說明：
評估基準日至交易日止標的資產的損益歸屬由漳州燦坤全額承擔。
8.本買賣合約雙方當事人於 2012年 3月 10日簽署。
六、 涉及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的其他安排
1、 人員安排： 維持原運作
2、 是否產生同業競爭說明及解決措施： 不會產生同業競爭。
3、 股權收購後與控股股東及其關聯人在人員、 資產、 財務上分開及具體計

畫：
英升發展及其子公司 SCI 的人員、 資產、 財務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關聯人，

不存在需要分開情況。
4、 收購控股子公司資金來源： 漳州燦坤公司自有資金。
5、 本次交易後可能產生關聯交易的說明：
本次交易後， 公司及子公司與英升發展及 SCI不再產生關聯交易。
七、 交易目的和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漳州燦坤為因應 2012年度加速供應鏈整合和開拓亞洲及新興市場， 加速海外

工廠的佈局， 擴大產銷規模， 降低生產成本， 同時由於印尼子公司 TKLI 在正式
投產前， 尚需再行投入相關工程設備等以達到當地的監管要求和試生產， 漳州燦
坤為加速在海外建廠擴展佈局的需求， 鑒於英升發展的印尼控股子公司 SCI 已經
達到試生產和符合監管要求， 基於此原因進行本次交易。 在本次股權轉讓完成
後， 漳州燦坤將調整印尼子公司 TKLI 的定位， 將其作為在印尼家電製造基地的
採購配套公司、 當地家電內銷經銷商。

另， 由於 SCI尚屬在生產調試階段， 預計 2012 年度對上市公司會產生約 50-
90萬美元的經營損失。

八、 年初至披露日與該關聯人累計已發生的各類關聯交易的總金額
除本次交易外， 年初至本股權轉讓交易公告披露日， 中國全球向子公司漳州

燦坤提供資金發生額 1,000萬美元， 餘額 1,000萬美元。
九、 獨立董事事前認可和獨立意見
本案已於 2012年 3月 7日獲得獨立董事認可及發表獨立意見： 控股子漳州燦

坤為加速在海外印尼工廠的佈局， 擴大產銷規模， 降低生產成本， 已經在印尼設
立子公司 TKLI， 因應印尼子公司經營業務發展和更符合當地的監管要求， 調整
TKLI 定位， 並收購英升發展股權 （控股印尼 SCI） ， 本次關聯交易是必要的。 該
股權收購價格合乎市場定價並低於評估報告的評估價格， 定價客觀、 交易價格公
允， 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 在表決本案時關聯董事已按規定予以回
避， 表決程式符合有關規定， 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董事會作出通過 《關於控股子
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議案》 的決議。

獨立董事： 陸建新、 葛曉萍、 塗連東
2012年 3月 10日

十、 備查文件
1． 廈門燦坤 2012年第二次董事會決議
2．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產生關聯交易的獨立董事意見
3． 漳州燦坤與中國全球簽訂的 《股權轉讓協定》
4． 漳州燦坤 2012年第一次董事會決議
5． 英升發展 2011年度及 2012年 1月份審計報告
6． 英升發展 2012年 1月資產評估報告
7． 英升發展營業執照
8． 中國全球營業執照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 3月 10日

證券簡稱： 閩燦坤 B 證券代碼： 200512 公告編號： 2012-012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會議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 準確、 完整， 沒有虛假

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 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 股東大會屆次：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 召 集 人： 公司董事會， 2012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開 2012 年第二次董事

會， 決議召開本次臨時股東大會。
3、 本次股東大會會議召開符合有關法律、 行政法規、 部門規章、 規範性檔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4、 召開時間：
(1) 現場會議時間： 2012年 3月 30日 (星期五) 上午 9:00，
(2) 網路投票時間： 2012年 3月 29日-3 月 30 日， 其中，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

所交易系統進行網路投票的具體時間為 2012 年 3 月 3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路投票的具體時間為 2012
年 3月 29日下午 3:00至 2012年 3月 30日下午 3:00的任意時間。

5、 召開方式： 現場投票和網路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公司將通過深圳證券交
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東提供網路
投票平台， 公司股東可以在網路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權。

6、 投票規則： 本次股東大會提供現場投票和網路投票兩種表決方式， 同一
股份只能選擇現場投票或網路投票中的一種表決方式， 不能重複投票。 股東可以
在網路投票時間內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 同一股份通過現場和網路方
式重複進行投票的， 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准。

7、 出席對象：
(1) 、 截止 2012年 3月 21日下午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全體股東。 上述本公司全體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大會，
並可以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 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東。 或在網路投票時間內參加網路投票。

(2) 、 本公司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 、 本公司聘請的律師。
8、 會議地點： 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會議室 (福建省漳州龍池開發區燦坤

工業園)
9、 提示性公告： 公司將於 2012年 3月 27日對於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再次發

佈提示性公告， 提醒公司股東及時參加本次股東大會並行使表決權。
二、 會議審議事項：
議案一：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議案
議案具體內容詳見本司於 2012 年 3 月 13 日刊登在 《證券時報》 、 香港 《大

公報》 和 《巨潮資訊網》 的 《2012 年第二次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 及 《關於控股
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公告》 。

本次議案屬於關聯交易， 在股東大會表決時， 與該關聯交易有利害關係的關
聯人將放棄在股東大會上對該議案的投票權。

三、 會議登記方法：
1、 登記方式：

(1) 、 出席會議的個人股東需持本人身份證、 股東帳戶卡和登記日券商出具
的股份證明辦理登記手續；

(2) 、 出席會議的法人股東持單位證明、 工商營業執照影本、 股東帳戶卡、
授權委託書及出席人身份證辦理登記手續；

2、 登記時間： 擬出席會議的股東請於 2012 年 3 月 28 日 （三） 上午 8:30-11:
30、 下午 13:30-15:30， 到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行政大樓董秘室辦理登記。 異地
股東可用傳真方式在會議的 5天前進行登記。

3、 受託行使表決權人需登記和表決時提交檔的要求：
(1) 、 個人委託出席者持授權人親自簽署的授權委託書、 本人身份證及有效

持股賃證辦理登記手續。
(2) 、 出席會議的法人股東為股東單位之法定代表人， 需持本人身份證、 工

商營業執照影本、 單位證明及有效持股憑證辦理登記手續， (委託代理人出席會
議， 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證、 授權委託書、 工商營業執照影本及有效持股憑證辦
理登記手續) 。

四、 股東參與網路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東大會上， 股東可以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 （位址

為 http://wltp.cninfo.com.cn） 參加投票， 網路投票的相關事宜說明如下：
（一） 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投票的程式
1、 投票代碼： 360512
2、 投票簡稱： “燦坤投票”
3、 投票時間： 2012 年 3 月 30 日的交易時間， 即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 的任意時間；
4、 在投票當日， “燦坤投票” “昨日收盤價” 顯示的數位為本次股東大會

審議的議案總數。
5、 通過交易系統進行網路投票的操作程式：
（1） 進行投票時買賣方向應選擇“買入” 。
（2） 在“委託價格” 項下填報股東大會議案序號。 100 元代表總議案， 1.00

元代表議案 1， 2.00元代表議案 2， 依此類推。 每一議案應以相應的委託價格分別
申報。 股東對“總議案” 進行投票， 視為對除累積投票議案外的所有議案表達相
同意見。

表 1 股東大會議案對應“委託價格” 一覽表
議案序號 議案名稱 委託價格
議案一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議案 1.00

（3） 在“委託數量” 項下填報表決意見，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對， 3 股
代表棄權。

表 2 表決意見對應“委託數量” 一覽表
表決意見類型 委託數量

同意 1股
反對 2股
棄權 3股

6、 計票規則
（1） 對同一議案的投票只能申報一次， 不能撤單；
（2） 不符合上述規定的投票申報無效， 視為未參與投票。
（二） 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的投票程式
1、 互聯網投票系統開始投票的時間為 2012 年 3 月 29 日下午 3： 00,結束時

間為 2012年 3月 30日下午 3： 00。
2、 股東獲取身份認證的具體流程:
按照 《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網路服務身份認證業務實施細則》 的規定,股東

可以採用服務密碼或數位證書的方式進行身份認證。
A) 申請服務密碼的流程
登陸網址: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碼服務專區” ； 填寫“姓名” 、 “證

券帳戶號” 、 “身份證號” 等資料， 設置 6-8 位元的服務密碼； 如申請成功,系統
會返回一個 4位元數位的啟動校驗碼。

B) 啟動服務密碼
股東通過互聯網系統比照買入股票的方式， 憑藉“啟動校驗碼” 啟動服務密

碼。
買入證券 買入價格 買入股數
369999 1.00元 4位元數字的“啟動校驗碼”

該服務密碼需要通過交易系統啟動後使用。 如服務密碼啟動指令上午 11:30
前發出的， 當日下午 13:00即可使用； 如服務密碼啟動指令上午 11:30 後發出的，
次日方可使用。 服務密碼啟動後長期有效， 在參加其他網路投票時不必重新啟
動。 密碼啟動後如遺失可通過交易系統掛失， 掛失後可重新申請， 掛失方法與啟
動方法類似。 申請數位證書的， 可向深圳證券資訊公司或其委託的代理發證機構
申請。 諮詢電話:0755-83239016。

3、 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位證書登錄網址 wltp.cninfo.com.cu 進行互聯
網投票系統投票。

（1） 登錄 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東大會列表” 選擇“廈門燦坤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 ；

（2） 進入後點擊“投票登錄” ， 選擇“用戶名密碼登陸” ， 輸入您的“證券
帳戶號” 和“服務密碼” ； 已申領數位證書的投資者可選擇 CA證書登錄；

（3） 進入後點擊“投票表決” ， 根據網頁提示進行相應操作；
（4） 確認並發送投票結果。
（5） 股東通過網路投票系統投票後， 不能通過網路投票系統更改投票結果
4、 投資者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路投票的起止時間為 2012 年 3 月 29 日

下午 3:00至 2012年 3月 30日下午 3:00的任意時間。
（三） 網路投票其他註意事項
1、 網路投票系統按股東帳戶統計投票結果， 如同一股東帳戶通過深交所交

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兩種方式重複投票， 股東大會表決結果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結果為准。

2、 網路投票不能撤單；
3、 對同一表決事項的投票只能申報一次， 多次申報的以第一次申報為准；
4、 同一表決權既通過交易系統又通過網路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為准。
5、 如需查詢投票結果， 請於投票當日下午 6:00以後登錄深圳證券交易所互

聯網投票系統 （http://wltp.cninfo.com.cn） ， 點擊“投票查詢” 功能， 可以查看個人
網路投票結果， 或通過投票委託的證券公司營業部查詢。

6、 投票舉例
（1） 股權登記日持有“閩燦坤 B” B 股的投資者， 對公司議案投同意票， 其

申報如下：
股票代碼 買賣方向 申報價格 申報股數
360512 買入 1元 1股

五、 其他事項：
(1) 、 會議聯絡方式：
聯繫地址： 福建省漳州龍池開發區燦坤工業園， 公司董事會秘書室
聯繫人： 孫美美、 熊建林
電話： 0596-6268103、 6268161
傳真： 0596-6268104
郵編： 363107
(2) 、 會議費用： 出席會議人員的交通、 食宿費用自理。
六、 備查文件
1．2012年第二次董事會會議決議；
七、 授權委託書：
茲全權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 出席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並對以下議題以投票方式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書表決方式以“√” 填寫， 凡不填或多填均為無效， 視作棄權處理。

序號 表決事項 同意 反對 棄權
議案一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收購英升發展股權暨關聯交易議案
委託人：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證券帳戶： 委託人持股數量：
被委託人： 被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授權委託有效期限： 授權委託簽署日期：
特此通知！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3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