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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主持人：董事长张轩松先生 

 

一、 主持人宣布股东签到及确认到会情况 

 

二、 主持人宣读会议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3、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4、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同意张轩松先生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10、 关于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 议案报告及股东发言 

 

四、 议案现场表决方法说明 

 

五、 议案现场表决及见证律师验票 

 

六、 主持人宣布现场表决结果及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七、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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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张轩松、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

司、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三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现就本公司是否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相关法律法规对发行人的条件要求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不

存在下列情形： 

（1）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3）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4）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

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5）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本

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 

（7）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二、本公司逐项自查的情况  

本公司历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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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公司章程》运作，公司已构建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具备规范的三会运作意识，

切实履行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义务。 

经本公司自查，未发现本公司存在上述《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非公开发行的情形，本公司完全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条件要

求。 

 

以上议案，请审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5 

 

议案二：关于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张轩松、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糖业烟酒”）、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源股份”）三名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现就具体发行事宜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1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张轩

松、上海糖业烟酒、朗源股份三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2012年9月5日； 

（2）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22.5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90%，即20.27元/股（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应对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4、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4,510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根据本次募

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相应地调整。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张轩松先生以现金79,045.20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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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3,510万股；上海市糖业烟酒以现金11,260.00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500万

股；朗源股份以现金11,260.00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500万股。 

5、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张轩松、上海糖业烟酒、朗源股份三名特定对象。 

6、锁定期安排 

张轩松、上海糖业烟酒、朗源股份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7、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101,565.2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9、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张轩松先生、张轩宁先生需回避该议案各项表决。 

 

以上议案，请审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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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协议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本公司拟向包括张轩松、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糖业烟

酒”）、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源股份”）三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公司与张轩松、上海糖业烟酒、朗源股份已于2012年9月3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协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张轩松先生、张轩宁先生需回避该项表决。 

 

以上议案，请审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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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为确保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能够合理使用，特编制《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以上议案，请审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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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公司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本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现已编制

完成《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张轩松先生、张轩宁先生需回避该项表决。 

 

以上议案，请审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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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关于发布《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规定》的通知要求，公司编写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见附），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 

以上议案，请审议。 

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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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2010]1668号文批

准，于2010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每股23.9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3,780万元，扣除从募集资金中已直接扣减的证券承销和保荐费人民币

10,000万元后，汇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53,780万元，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12月10日分

别存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专用账户（账号80010969630809600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东街口支行专用账户（账号591902093410505）、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专用账户（账

号37610188000282288）。募集资金扣除公司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1,578.93万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52,201.07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验证，并出具天健正信验（2010）综字第020190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2012年7月31日止，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275,049,147.71元（包括募集资金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对子公司的增资款亦实行专户管理），具体余额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初始存放金额 
2012年7月31日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138,667 1,599.32 募投专户余额 

光大银行福州分行 64,600 4,627.81 募投专户余额 

招商银行福州东街口支行 50,513 4,352.44 募投专户余额 

中国银行四川彭州支行  6,624.96 子公司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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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宁德分行营业部  17.25 子公司余额 

交通银行泉州分行  47.35 子公司余额 

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莆田分行  135.07 子公司余额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58.41 子公司余额 

招商银行合肥分行肥西路支行  122.38 子公司余额 

中国银行重庆加州支行  9,215.51 子公司余额 

建设银行沈阳北站开发区支行  704.42 子公司余额 

合计 253,780 27,504.91  

注：募集资金截止2012年7月31日合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金融手续费的净额为2,578.24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表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1）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2010年、2011年、2012年1-7月募集资金开店计划分别是38家、24家、11家，由于部分门店实施地

点变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1-7月实际分别开店28家、24家、18家。 

（2）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项目：二期项目因当地园区整体建设进度慢于预期，故该项目延期至

2012年内完成。 

（3）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ERP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流程环节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调整，使得

具体实施进度有所放缓；资金集中管理系统、协同OA系统已投入使用， ERP项目2012年底前可落地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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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培训中心项目：项目实施地点变动至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已经获得福州市闽侯县政

府和福州市闽侯县发改局核准，预计2012年10月可以投入使用。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变更项目的名称、原因及内容  

 ① 因受制部分物业交付、商业环境变化等因素，公司《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原募投门店的实施

效率受到影响。为快速提升市场份额和竞争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保持公司门店拓展进度

等原因， 2011年8月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对新开门店项目中的部分门店地点进行了变更，变更前后情

况如下： 

被替换门店 面积 
投资额 

（万元） 
拟替换入门店 面积 

投资额（万

元） 
替换原因 

莆田延寿店 8,627 2,303 福建将乐日照东门 8,637 2,306 已解约 

邵武一号店 4,800 1,155 厦门金湖店 6,494 1,563 已放弃 

霞浦太康店 8,000 2,271 郑州百盛购物广场 9,400 2,668 
预计开业时间

迟 

莆田学园南街店 12,000 2,866 郑州中苑名都 19,649 4,693 尚未签约 

重庆涪陵店 10,000 2,412 重庆万达店 12,052 2,907 已放弃 

重庆荣昌宝城路

店 
5,950 1,696 重庆双碑店 5,053 1,440 

预计开业时间

迟 

重庆财富中心店 12,000 2,728 江苏盐城宝龙店 20,867 4,744 已放弃 

重庆巴南融汇半

岛 
8,000 2,230 江苏浦口明发店 12,620 3,518 

预计开业时间

迟 

重庆帝景摩尔店 12,000 2,797 沈阳天润广场店 16,200 3,776 已放弃 

北京苹果园店 5,000 1,567 北京恒基店 5,440 1,622 已解约 

北京大兴店 6,000 1,860 北京千禧街店 10,952 3,432 已放弃 

北京成寿寺店 13,000 3,278 北京腾王阁店 13,025 4,038 已放弃 

北京环京物流店 12,000 3,171 北京翠城馨园店 21,362 5,386 已放弃 

北京科荟路店 12,500 3,267 北京西三旗店 15,921 4,207 已放弃 

合肥临泉路店 5,000 1,522 安徽籍山路店 6,600 2,009 已放弃 

②公司2012年7月根据上述同样原因对新开门店项目中的部分门店地点进行了适当变更，变更前

后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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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替换门店 面积 
投资额 

（万元） 
拟替换入门店 面积 

投资额 

（万元） 替换原因 

福州东方名城店 7,000 1,948 河南洛阳宝龙店 15,833 2,532.09 

 

合同取消 

福建莆田华友店 2,444 606 江苏常熟百盛店 5,700 2,332.39 
预计开业时间

推迟 

福建德化丁溪店 5,200 1,387 江苏常州百盛店 6,700 1,682.47 
预计开业时间

推迟 

重庆大学城店 6,019 1,780  江苏南京润购店 12,000 1,522.94 
预计开业时间

推迟 

重庆大渡口新宝龙店 6,000 1,638 江苏常州茂业店 8,596 1,992.02 

 

租赁解约 

重庆中海国际社区 8,000 2,230 合肥肥西水晶城 12,637 1,974.90 
预计开业时间

推迟 

重庆兴科大道店 7,970 2,154 合肥临泉东路海洲店 7,500 2,756.99 
预计开业时间

推迟 

重庆石油路万科项目 7,000 2,003 安徽蚌埠胜利路店 6,960 1,858.12 

 

取消合作 

重庆南岸融侨半岛 8,000 2,299 重庆民生广场 7,000 1,427.46 
预计开业时间

推迟 

重庆二郎恒基项目 10,000 2,412 重庆秀山店 7,000 2,106.95 
预计开业时间

推迟 

重庆红旗小学 7,000 2,003 重庆石坪桥店 6,021 1,489.09 该项目放弃 

重庆江津店 8,000 2,271 重庆宝城路店 6,000 1,606.84 
预计开业时间

推迟 

北京腾王阁店 13,025 3,278 沈阳碧塘店 19,000 2,905.34 该项目取消 

③ 2012年4月10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培训中心项目公司实施

地点由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峰路190号变更为闽侯县甘蔗新区福古路闽侯永辉商业生活广场，项

目资金及用途等其他安排不变。上述变更方案已经闽侯县发展和改革局核准通过，预计2012年10月

可以投入使用。 

（2）变更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11年8月11日，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募集资金

项目之一<连锁超市发展项目>进行灵活调整的议案》。 

2011年8月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之一<连锁超市

发展项目>部分门店实施地点的议案》，并于2011年9月26日经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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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连锁超市发展项目》部分门店拟进行实施地点变

更，即拟用将乐日照东门店等15个门店替换《连锁超市发展项目》中莆田延寿店等15个门店。 

2012年4月1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之一企业

培训中心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企业培训中心项目实施地点由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峰

路190号变更为闽侯县甘蔗新区福古路闽侯永辉商业生活广场。 

2012年7月10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关于第二期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之一<连锁超

市发展项目>部分门店实施地点的议案》，拟用河南洛阳宝龙店等13个门店替换《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中福州东方名城店等13个门店。 

上述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原发展项目的投资方案不变，预计不会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和盈利水平

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臵换情况 

（1）2011 年 1 月 2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 384,778,773.79 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用募集资金臵换

原自筹资金的意见。本次臵换的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先行投入的自筹资金，已通过 2010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2）2011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11 年 9 月 26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拟臵换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 136,517,793.77 元，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用募集资金臵换原自筹资金的意见。 

（3）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 31,853,939.67 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用募集资金臵

换原自筹资金的意见。 

（4）经 2012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 2012 年 7 月 27 日公司 201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54,457,155.23 元，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用募集资金臵换原自筹资金的意见。 

（5）经 2012 年 7 月 1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 2012 年 7 月 27 日公司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38,326,296.56 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均发表了同意用募集资金臵换原自筹资金的意见。 

五、闲臵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以闲臵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 18,000 万元闲臵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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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将上述款项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2）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以闲臵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 30,000 万元闲臵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

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将上述款项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12年7月31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中超募资金62,813.07万元转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用于偿还银行借款等。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2011年8月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1年8月11日股东会

决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实施），福州夏雨苑店等3家门店募投项目已投入实施完毕，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门店投资金额超过门店实际投入金额的剩余部分资金23,463,574.43 元分别用于：①福州夏雨苑店结

余2,912,309.50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②厦门新阳店结余4,416,832.16元用于补充公司厦门金湖店

建设资金； ③贵阳金阳店结余16,134,432.77元用于补充贵阳恒峰店建设资金。 

（2）公司2011年12月3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1年8月11日股东

会决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实施），福安新华店等 29 家门店募投项目已投入实施完毕，招股说明书披露

的门店投资金额超过门店实际投入金额的剩余部分资金120,074,195.05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3）2012年7月27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福建宁德霞浦店等 23 家门店募投项目

已投入实施完毕，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门店投资金额超过门店实际投入金额的剩余部分资金共

22,241,021.35元，以及截止2012 年6 月15 日门店募投项目实施完毕的部分子公司募集资金产生的利

息收入扣除金融手续费后的净额3,005,305.38 元合计25,246,326.73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4）2012年7月27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河南洛阳宝龙店等 13 家门店募投项目

已投入实施完毕，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门店投资金额超过门店实际投入金额的剩余部分资金

30,522,725.21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八、截止2012年7月31日，本公司无对外转让（或臵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九、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3年实现效益情况见附件二。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

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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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企业培训中心项目作为公司主业态的配套项目，公

司未单独核算效益，其效益主要体现在： 

①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项目作为公司物流体系的一部分，在投入运行后不直接产生效益，因而

不进行单独的财务测算。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模式，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扩大公司

的优势，提高盈利水平，从而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②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在投入运行后不直接产生效益，其效益体现在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上，

因而不进行单独的财务测算。项目建成后，将加快连锁商业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为公司的发展搭建

强有力的应用平台，将有助于采购管理、物流配送、终端销售、行政办公等各业务的深层次要求，

提高公司内部运营和控制的效率，优化公司管理流程，加快公司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保障各门

店及分支机构有序经营。 

③企业培训中心项目虽然不直接产生效益，是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必备因素，是公司提升经营

业绩的关键。培训中心的建成将有助于增强员工技能、补充中高层管理人员、增强公司员工的整体

业务水平，完善企业文化的建设，提高公司内部运营和控制的效率，并可有效地整合公司各项资源，

提高公司的品牌推广能力和客户服务水平。 

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的情况说明： 

公司新开业的门店存在一定期限的市场培育期，培育期由于促销费等费用投入较大，一般会出现

亏损；另一方面，由于筹办期间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减少了新开门店的前期利润。随着本公

司店面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店面经营的成熟，效益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 

十、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十一、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涉及本公司各年度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有关内容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前述文件披露一致。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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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总额：252,201.0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24,696.1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2010年：101,290.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2011年：58,323.96     

  2012年1-7月：65,081.2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连锁超市发展  连锁超市发展  
   

159,788.00  

   

159,788.00  

    

159,788.00  

     

159,788.00  

         

159,788.00  

   

147,259.97  

         

-12,528.03  92.16% 

2 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 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5,420.74  

           

-6,579.26  45.17% 

3 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 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8,315.80  

           

-4,284.20  66.00% 

4 企业培训中心 企业培训中心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886.58  

           

-4,113.42  17.73% 

  合计   
   

189,388.00  

   

189,388.00  

    

189,388.00  

     

189,388.00  

         

189,388.00  

   

161,883.09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原因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二、2.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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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 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

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累计实现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0 2011 2012年1-7月     

1 连锁超市发展  / / 
                     

-236.89  

                     

6,578.55  

                   

2,856.76  

                      

9,198.42  
注① 

2 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 / / / / / / 注② 

3 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 / / / / / / 注② 

4 企业培训中心 / / / / / / 注② 

 

注①：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提及，新开门店项目建成后，将新增73家新门店，10年内共增加营业收入8,930,097.90万元、增加税后利润414,622.41万元。新开门店项目实

施过程中，公司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调整。截止2012年7月31日，已开业的70家新门店(按变更后门店计算）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27,135.60万元，实现税后利润9,198.42万元。

目前连锁超市发展项目经营尚没有达到招股书披露的成熟期，随着项目实施，效益将逐步体现。 

注②: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企业培训中心作为公司主业态的配套项目，公司未单独核算效益。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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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本公司拟向张轩松先生、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三名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张轩松先生拟以现金

79,045.20万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3,510万股，张轩松先生目前持有公司

165,254,750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21.52%，本次发行构成重大关联交

易。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价格为

22.5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20.27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除权、除息行

为，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 

张轩松先生按照与其他特定投资者相同的发行价格认购。因此本次交易的价格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张轩松先生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本次认购的股份。 

公司独立董事毛嘉农先生、马萍女士、周国良先生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

独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张轩松先生、张轩宁先生需回避该项表决。 

 

以上议案，请审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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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关于同意张轩松先生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本公司拟向包括张轩松先生在内的三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

前，张轩松直接持有公司21.52%的股权，张轩宁直接持有公司14.86%的股权，二人合计持

有公司36.38%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轩松先生拟以79,045.20万元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3,510万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张轩松先

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触发其要约收购义务。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有利于公

司核心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并且张轩松先生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现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张轩松先生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张轩松先生、张轩宁先生需回避该项表决。 

 

以上议案，请审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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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报告人：张经仪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为有效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有关的事宜，授权内容如下： 

1、按照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董

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发行价格、发

行起止时间、具体申购方法，以及其他与发行上市有关的事项；若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董事会有权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3、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事宜向有关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

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提交的合同、

协议、决议等其他法律文件； 

4、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事宜，根据市场情况和项目进展情况，

董事会可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投资进度和实际使用金额； 

5、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

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6、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7、如遇国家或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政策调整，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 

8、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9、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以上议案，请审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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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关于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报告人：朱国林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 

 

公司现聘用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2012年年度审计和其他常规审计。鉴

于上述会计师事务所与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期合并为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拟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原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公司间的审计业务合同，聘用合并后的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2年年度审计及其它常规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 

 

以上议案，请审议。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