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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第 3 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人，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 8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除吴光旺先生以外，均列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
会主席林振铭、熊厚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
规定。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经营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 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和2018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进行的年度审计，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 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7 年度公司合并范围内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16,794,118.18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1,288,415,925.11 元。依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拟按以下方案对母公司的利润进行分配：
一、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128,841,592.51 元；
二 、 提取 法 定盈 余公积 金 后剩 余 利润 1,159,574,332.60 元 ， 加 年 初 未分 配 利润

1,782,605,299.45 元，扣除 2016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1,148,455,452.96 元，2017 年度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793,724,179.09 元；
三、按公司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的应分配股数 9,404,118,708 股为基
数（应分配总股数等于登记日总股本 9,570,462,108 股扣减将用于股权激励的回购股份
166,343,400 股），拟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人民币（含税），本年度
共计分配利润 1,410,617,806.20 元。公司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7.64%；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383,106,372.89 元转入下一年度；
四、公司本次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 关于公司2017年关联交易情况及2018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通过了该项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刊载的《永辉超市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7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8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一、2017 年度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于 2017 年度发生如下关联交易，合计交易金额 972,706,201.48
元。
（一）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晖（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松原荣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张轩松先生租赁七处物业，2017 年租金及物业费合计
22,510,710.66 元，其中：
1、公司(大学城店)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上
街镇 316 国道北侧部分物业，面积 10532.7 平方米。2017 年度租金及物业费为 5,434,873.23
元；
2、公司（公园道店）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仓山区
金山生活区六期北面公园道一号物业的负一层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8,540 平方米。2017 年
度租金及物业费为 4,611,600.00 元；
3、公司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生活区六
期北面公园道一号物业的二至五层部分用于公司总部管理人员的办公场所，面积 5,259 平
方米，2017 年租金及物业费为 739,602.98 元；
4、公司(大儒世家店)向关联方张轩松先生租赁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金牛山北侧甘洪路东
侧 D 地块一、至二层物业，面积 10,008 平方米。2017 年度租金为 5,674,536.00 元；

5、公司浦城新华路店向关联方永晖（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建省浦城
县兴华路 888 号永晖豪布斯卡项目负一层部分，二层部分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10671.9 平
方米，2017 年租金及物业费为 2,134,763.16 元；
6、公司松原店向关联方松原荣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松原市宁江区镜湖街
777 号一、二层物业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9970 平方米，2017 年租金为 809,099.29 元；
7、公司向关联方张轩松先生租赁福州市光荣路 5 号院办公楼（现左海湖头街）用于公
司总部管理人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面积 2822 平方米，一楼车库面积 463 平方米，2017
年为租金 3,106,236.00 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向关联方采购商品、销售商品、提供及接受服务，产生交易金额 950,195,490.82 元，
其中：
1、公司向北京友谊使者商贸有限公司采购商品、提供劳务 328,906,539.22 元；
2、公司向四川永创耀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242,178,698.20 元；
3、公司向希杰富乐味永辉（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采购商品、提供劳务 76,552,187.43
元；
4、公司接受蜀海（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服务,支付服务费 5,914,100.87
元；
5、公司向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限公司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2,278,506.35 元；
6、公司向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出售商品 211,782,577.93 元， 提供服务收取服务费

7,891,364.15 元；
7、公司向福建领域进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服务费 37,834,524.41
元；
8、公司向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15,697,213.11 元；
9、公司接受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服务支付服务费 11,000.00 元；向北京京
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租部分场地收取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1,375,741.45 元；

10、公司接受达曼国际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服务，支付服务费 15,320,024.30
元；
11 、 公 司 向 牛 奶 有 限 公 司 旗 下 万 宁 超 市 出 租 部 分 场 地 收 取 租 金 及 物 业 水 电 费
883,663.50 元；
12、公司接受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福建轩辉永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提
供服务代收水电费 3,451,421.35；
13、公司向福州云创生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租部分场地收取租金及物业水电费
117,928.55 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18 年度拟发生如下关联交易，合计交易金额 172,733.65
万元。
（一）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晖（浦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张轩松先生租赁六处物业，2018 年租金及物业水电费预计为
2,203.65 万元，其中：
1、公司(福州大学城店)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闽
侯县上街镇国宾大道 268 号 16#部分物业，面积 10,532.7 平方米。预计 2018 年度租金及
物业费为 543.48 万元；
2、公司（福州公园道店）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
仓山区金山生活区六期北面公园道一号物业负一层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8,540 平方米。预
计 2018 年度租金及物业费为 512.40 万元；
3、公司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生活区
六期北面公园道一号物业二至五层部分用于公司总部管理人员的办公场所，面积 3123.45
平方米，预计 2018 年租金为 56.22 万元。
4、公司(大儒世家店)拟向关联方张轩松先生租赁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金牛山北侧甘洪路
东侧 D 地块一、至二层物业，面积 10,008 平方米。预计 2018 年度租金为 567.45 万元；
5、公司（福建浦城店）拟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租赁位于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兴华路 888 号物业二层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10671.90 平方米。预计
2018 年租金及物业费为 213.48 万元；

6、公司向关联方张轩松先生租赁福州市光荣路 5 号院办公楼（现左海湖头街）用于公
司总部管理人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面积 2822 平方米，一楼车库面积 463 平方米，预计
2018 年为租金 310.62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二）拟向关联方采购或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预计交易金额 170,530 万元，其中：
1、2018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北京友谊使者商贸有限公司采购商品，预计采购金额
40,000 万元；
2、
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向四川永创耀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36,500 万元；
3、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希杰富乐味永辉（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采购商品 8000
万元；
4、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蜀海（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仓储及运
输服务，预计交易金额 1280 万元。
5、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销售商
品及提供服务，预计销售金额 500 万元；
6、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销售或采购商品及服务，预计交
易金额 30,000 万元；
7、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福建领域进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服务费
5000 万元；
8、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服务
17000 万元；;
9、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的关联方销售、采购商品或
提供、接受服务，预计交易金额 200 万元；
10、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牛奶有限公司旗下万宁超市出租部分场地收取租金及
物业水电费 100 万元
11、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销售商品及提供
服务，预计销售金额 30000 万元；

12、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达曼国际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接受服务，预计销售
金额 1600 万元；
13、2018 年公司及子孙公司拟向福建轩辉永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接受服务 350 万
元。
上述关联交易计划遵循市场原则，将以公允价格进行交易，并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规章履行有关程序。
(以上议案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 关于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东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713.77 万元、净资产：3,628.65 万元、资产负债率：52.96%，2017 年度营业收入 4.57 亿
元、净利润：295.53 万元。
为支持该子公司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拟为该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静安支行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授信继续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与该笔授信期限相同。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出具了《永
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证券监管法规、
《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及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候，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通
知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根据上述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专字(2018)第 351ZA0014 号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永
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存放及
使用情况相符。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议案
公司聘任独立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进行2017年年度审

议。上述审计机构在审计了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2017年
度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
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
（证监发[2003]56 号）的有关规定，对后附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下称“情况表”）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发表了专项说
明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九、

关于公司2017年度授信、贷款情况及2018年度申请授信计划的议案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贷款无余额。全年共发生财务费用-8,276.83 万元，其中：

利息收入 21,083.14 万元、利息支出：837.13 万元、汇兑损益 333.17 万元、金融手续费
11,636.01 万元。
2016 年银行授信和贷款启用情况如下：
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
(亿元）

启用额度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亿元） 日贷款余额（亿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40.00

7.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40.00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

20.00

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20.00

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20.00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10.00

0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10.00

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

8.00

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7.00

0

0

175.00

7.00

0

合计

2018 年公司计划新开超市门店 130 家以上、部分老店整改、自建物流、创新业务持续

投入、信息系统持续升级等项目，预计 2018 年投资规模将达 50 亿元，为获取优质的商业
资源及拓展新项目预留 40 亿元投资额度。预计 2018 年度公司自有资金及到位募集资金尚
不能满足经营及现有项目建设的需求。
为确保公司在需要时有良好的融资能力及顺畅的融资渠道，2018 年度（至 2018 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公司拟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亿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4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5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4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福建省分行营业部

3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

3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2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2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1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1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

8.00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8.00

合计

266.00

公司 2018 年度（至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向上述各家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
度总计为贰佰伍拾陆亿元（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将根
据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张轩松先生全权
代表公司在 2018 年度（至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签署上述授信额度之内的一切与
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种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关于聘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相关审计费用的议案

一、拟续聘独立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及所有子公司2018
年度审计及其它常规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2018年度审计费用为含税人民币金额 390万元，
包含年度合并财务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各子孙公司年度财务报告、
关联方资金占用报告以及云创和上海东展二级合并财务报告等审计报告。与上述审计有关
的其他费用（如审计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等）由公司承担。
二、拟续聘独立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及所有子公司2018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为公司出具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为含税人民币金额100 万元。与上述审计有关的其他费用（如审计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
等）由公司承担。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一、关于报废处置公司部分固定资产的议案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无法继续使用且无修复价值，大部分为已
提足折旧的固定资产。本次拟处置的固定资产原值 24810.74 万元，累计折旧 20764.78 万
元，折余价值 4045.95 万元，提请报废处置。预计变卖收入仅够支付清理费用、运费等费
用，处置损失大约在 4000 万元左右。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二、关于关闭北京恒基等六家门店的议案
1、 北京东城区恒基店
子公司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东城分公司(东城区恒基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 18 号恒基中心商场 B2 层部分商场(B2-018-065)，租赁面积为 9901 平方米。由于
恒基中心整体装修改造，其续租合同也未能签约成功，经研究拟对该店提前终止营业并注
销。
东城区恒基店财产处置及人员安置方案：拟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
就近调往其他新开门店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岗位安排。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
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
507.29 万元左右，其中：存货损失 0.00 万元、固定资产净损失 113.06 万元、长期待摊费
用余额（装修费用）394.23 万元，其他损失（含闭店费用） 0.00 万元。
2、 三明宁化龙门店
子公司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三明市宁化龙门店，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中环路(龙

门路口)中环广场，租赁面积为 7763.5 平方米。该店因宁化县政府要求进行搬迁，经研究
拟对该店提前终止营业并注销。
宁化龙门店财产处置及人员安置方案：拟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就
新开门店使用。员工调往新开门店。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
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 169.97 万元左右，其中：存货损
失 0.00 万元、固定资产净损失 65.11 万元、长期待摊费用余额（装修费用）104.86 万元，
其他损失（含闭店费用） 0.00 万元。
3、 泉州浮桥店
子公司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泉州市浮桥店，位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街道王宫
社区恒勤大厦，租赁面积为 6300 平方米。该店租赁合同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到期，租赁
成本大幅提升且不能引进餐饮业，盈利困难。经深入分析，该店培育潜力不大，为优化公
司的管理资源，经研究拟对该店提前终止营业并注销。
泉州市浮桥店财产处置及人员安置方案：拟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
就近调往其他新开门店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岗位安排。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
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
28.31 万元左右，其中：存货损失 0.00 万元、固定资产净损失 3.26 万元、长期待摊费用
余额（装修费用）25.05 万元，其他损失（含闭店费用） 0.00 万元。
4、 云霄翠峰广场店
子公司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云霄翠峰广场店，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将军大道(陈
政路口)翠峰广场一、二层，租赁面积为 9550 平方米。该店所在商圈位置偏僻，客流量很
少，虽不断改善经营措施，但仍无法减亏。经研究拟对该店提前终止营业并注销。
漳州市翠峰广场店财产处置及人员安置方案：拟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
财产就近调往其他新开门店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岗位安排。该门店终止营业的
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
在 1038.45 万元左右，其中：存货损失 0.00 万元、固定资产净损失 275.31 万元、长期待
摊费用余额（装修费用）763.14 万元，其他损失（含闭店费用） 0.00 万元。
5、 重庆大学城北路店
子公司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沙坪坝区大学城北路分公司(大学城北路店)，位于重庆市
沙坪坝区大学城北路 94 号龙湖 U 城天街风尚馆，租赁面积为 702 平方米。因 U 城 2 期提
前交付，按照与开发商签订的租赁合同，门店整体搬迁至二期。经研究拟对该店提前终止

营业并注销。
沙坪坝区大学城北路店财产处置及人员安置方案：拟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
产等财产调往新门店使用。员工调往新门店。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
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 74.05 万元左右，其中：
存货损失 0.00 万元、固定资产净损失 6.64 万元、长期待摊费用余额（装修费用）67.41
万元，其他损失（含闭店费用） 0.00 万元。
6、 郑州东太康路店
子公司永辉超市河南有限公司郑州东泰康路分公司（东太康路店）
，位于河南省管城区
东太康路 72 号-1 层，租赁面积为 9400 平方米。该店 2011 年 9 月 30 日开业。2013 年 8 月
因出租方郑州百盛门店物业二期施工，整体封闭，无法正常经营，于 2013 年 8 月 5 日闭店。
鉴于该物业已无法重新经营，经研究拟注销该分公司。
东太康路店财产处置及人员安置方案：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已就近调
拨其他新开门店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岗位安排。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
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预计扣除诉讼赔偿净损失在 412.81 万元左右，
其中：存货损失 0.00 万元、固定资产净损失 486.99 万元，长期待摊费用余额（装修费用）
733.87 万元。其他损失（含闭店费用） 0.00 万元。2013 年 8 月子公司向郑州中级法院起
诉，请求赔偿损失及违约金。2015 年 12 月一审判决郑州百盛、百盛商业共同赔偿装修款，
金额 808.05 万元，被告不服判决，2016 年 1 月提出上诉，现进入二审程序。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三、关于继续授权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及资金使用具有季节性特点，为充分利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暂时闲
置的自有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拟利用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提供的对公理财产品，
在本金安全的前提下，适时适当认购银行结构性存款、国债逆回购、理财产品、货币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等金融产品总余额不超过人民币七十亿元，其中认购理财产品、货币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等产品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三十亿元。各产品在授权的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授权公司
财务总监具体组织实施相关安排。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四、关于公司计划2018年申请注册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2018 年公司计划新开超市门店 130 家以上、部分老店整改、自建物流、创新业务持续

投入、信息系统持续升级等项目，预计 2018 年投资规模将达 50 亿元，为获取优质的商业
资源及拓展新项目预留 40 亿元投资额度。
为确保公司在需要时有良好的融资能力及完备的融资渠道，拟计划 2018 年在公司需要
时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不超过 81 亿元额度（不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总额的 40%）
。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五、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相关要求，独立审计
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并出具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六、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董事会组织公司有关部门及各控股子公司从内部环境、风
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等方面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内部
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并出具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七、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7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18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公司薪酬管理体系拟定并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核定
的公司董事、监事人员 2017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8 年薪酬预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八、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18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公司薪酬管理体系拟定并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核定
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员 2017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8 年薪酬预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九、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年度履职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十、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一、关于修改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永辉商业有关注册事项的议案
由于经营发展需要，现拟更名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永辉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成
都永辉商业”）为“四川成都永辉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二、关于设立宁夏永辉超市等子公司、孙公司的议案
一、拟投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在宁夏银川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名称拟定为“宁夏永
辉超市有限公司”
（实际名称以工商核批为准）
，其他安排如下：
法人代表兼执行董事：吕东海
监事：谢伟平
二、拟投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在湖南长沙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名称拟定为“湖南永辉超
市有限公司”（实际名称以工商核批为准），其他安排如下：
法人代表兼执行董事：邓春智
监事：邱府栋
三、为更好的开展河北省当地的业务，公司董事会授权河北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在河北
省拟设立“承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 （实际名称以工商核批为准）。注册资本金为 1000 万
元人民币。
四、为有效推进公司战略升级，提升公司在全国机场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拟
与福建叁山依水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零售合资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注册地址为：福州市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三、关于投资国联水产的议案
公司为了打造生鲜供应链改革示范项目，以工业化理念在农业细分行业发展高品质、
标准化生产和定制化供应的上游合作企业，拟以 6.86 元每股作价受让国联水产（深圳证券
交易所证券代码：300094）控股股东新余国通、冠联国际所持有的国联水产 41,800,000

股、36,584,562 股，合计 78,384,562 股股份。上述交易总价为 537,718,095 元。上述转让
股份合计占国联水产总股本的 10%。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四、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报告从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
事会工作情况及监事会关注事项，公司重大事项，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经审计）等
各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度整体经营运行情况。其中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了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及附注，认为该报表及附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并按照有
关上市规则的要求作了恰当披露，因此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五、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提议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下午两点整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会议室 3 召开二〇一
七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题如下：
1、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8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7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8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7 年银行授信、贷款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8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贷
款计划的议案

8、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7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8 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9、

关于聘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8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相关审计费用的议
案

10、 关于公司 2018 年发行短期融资券计划的议案
11、 补充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2、 听取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十六、关于补充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 月 20 日，公司收到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陈生强的辞呈，陈生强先生因工作原因已向公
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江苏京东邦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
名函,拟补充提名廖建文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公司已据此启
动有关董事补选程序。如该提名获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廖建文先生将成为公司董事任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十七、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为了规范相关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
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
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
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 号），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 知》
（财会[2017]30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
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
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十八、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制定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未
来三年（2018-2020）股东回报规划》。
(以上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决议中第一、三、四、五、九、十、十四、十七、二十四、二十六项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