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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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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

监事除吴光旺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除朱国林、罗雯霞外均列席本次会议。有关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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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 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和2013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 关于公司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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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公司在合并范围内实现净

利润 503,047,589.33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55,463,2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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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35,546,327.90 元；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319,916,951.11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506,934,689.45 元，扣除 2011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153,580,000.00 元，2012 年度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673,271,640.56 元； 

3、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767,900,000 股为基数，拟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 230,370,000.00 元。本次拟分配的利润占当年

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45.88%。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442,901,640.56 元转

入下一年度； 

4、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767,900,000 股为基数，拟向公司全体股东进行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767,900,000 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535,800,000 股。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 2,300,874,477.07 元，

转增 767,900,000 元后，资本公积余额为 1,532,974,477.07 元。 

如获董事会通过，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

更等相关手续。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 关于公司2012年关联交易情况及2013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Ⅰ 2012 年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于 2012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42,886,357.80 元，具体如下： 

(一) 向关联公司福建轩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租赁三处物业，2012 年租金合计 5,16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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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余盛批发市场）部分物业，面积 2,643 平方米。2012 年度租金为 5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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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部分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8,540 平方米。2012

年度租金及物业费为 4,099,200 元。 

3、公司自 2012 年 7 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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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9 平方米，每月租金 78,885 元，2012 年租金为 473,310 元。 

(二)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工程服务,支付服务费 37,716,847.80 元，其中： 

1、2012 年公司向福建永隆祥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支付门店装修工程服务费人民币



26,716,847.80 元；  

2、2012年公司向福建永嘉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物流建设工程服务费人民币11,000,000.00

元。 

Ⅱ 2013 年度公司关联交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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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三处物业，

2013 年租金预计为 5,642,820 元，其中： 

1、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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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国道北侧（原余盛批发市场）部分物业，面积 2,643 平方米。预计 2013 年度租金

为 597,000 元。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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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开设门店，面积 8,540 平方米。预计 2013 年度

租金及物业费为 4,0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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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9 平方

米，每月租金 78,885 元，预计 2013 年租金为 946,620 元。 

(二) 拟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工程服务，预计 2013 年支付服务费 1,500 万元，其中： 

1、2013 年公司拟接受福建永隆祥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为部分门店装修提供工程服务，预

计工程服务费为 2,000,000 元；  

2、2013 年公司拟接受福建永嘉投资有限公司为物流建设提供工程服务，预计工程服务

费人民币 13,000,000 元。 

根据《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关联董事张轩松先生、张轩宁

先生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 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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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以及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经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认为上述报告及其摘要

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2 年度整体经营运行情况。 



上述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2012 年 3 月 30 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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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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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致同专字（2013）351ZA0684

号《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上证上字[2008]59 号）的要求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永辉超市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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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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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财务报表后附的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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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后附情况表所载资料与审计机构审

计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

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九、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董事会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对财务报告相关内

http://www.sse.com.cn/


部控制进行了评价并出具了《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报告从从内部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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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自我评价，认为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

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

大缺陷或重要缺陷，公司的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健全有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 2012 年实际情况编制了《公司 201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从责任管理、市场

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和方式，总结了 2012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在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取得的成绩和进步。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一、 关于公司2012年度授信、贷款情况及2013年度申请授信计划的议案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贷款余额 7.89 亿元（含子公司项目贷款余额 0.89 亿元），

短期融资券余额 7 亿元。全年共发生财务费用 14,796 万元，其中：利息支出 13,500 万元、

利息收入及汇兑净收益 2,254 万元、金融手续费等 3,550 万元。 

2013 年公司计划新开存量签约店 40 家及部分即签即付门店，部分老店整改，建设重庆

物流、安徽物流、福建物流、重庆总部大楼、彭州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等项目，预计 2013

年投资规模将达 18 亿元。2013 年度预计营业现金净流入 11 亿元及定向增发股东投入 10 亿

元。年末资产负债率在 60%以内。 

为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营运和投资建设资金，2012 年度公司拟向九家商业银行申请共 65

亿的综合授信总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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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二、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2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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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3 年薪酬预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三、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2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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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3 年薪酬预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四、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2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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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审计及其它常规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2013 年度审计费用为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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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关联方资金占

用报告、内控鉴证报告等审计报告。与审计有关的其他费用（包括交通费、食宿费等）由公

司承担。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一) 根据《企业内控基本规范》的要求，现拟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如下（修改部

分以黑体列示）：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六）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九条 首席执行官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 

（八）负责组织领导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                

（九）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四十五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九）监事会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十）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二) 公司本次会议第四项议案《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如获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拟修改公司章程第六条如下（修改部分以黑体列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153,580万元人民币。 

公司章程其余条款不变。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六、 关于增加《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制度》等两项制度及修改

《CEO及总裁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根据《企业内控基本规范》的要求，董事会同意增加《永

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制度》、《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风险评估管理办法》

两项制度，并修改《CEO 及总裁工作细则》如下（修改部分以黑体列示）： 

第九条  CEO行使下列职权： 

        „ 

（九）负责组织领导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 

（十）公司经营管理涉及的其它事项, 但依据《公司章程》与《董事会议事规

则》应当提交董事会决定的事项除外。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七、 关于开设公司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并参照《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董事会同意开设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福州分行东水支行 

账号：591902093410107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八、 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提议于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一点三十分整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开二〇

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 

1、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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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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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3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2 年银行授信、贷款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3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贷款计

划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2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3 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8、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0、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 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决议中第一、三、四、五、六、十一、十二、十四、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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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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