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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2015 年 11 月 11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翔晖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亲自出席监事 5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逐项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条件，在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自查论证的基础上，监事

会认为公司具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资格和条件。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公司拟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有效

期内择机发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111,591,072 股（含 111,591,072 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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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

数量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潜望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才旺鑫商贸有限公司、洪清平、辜文实、西藏琼茅投资有限公司（筹）、

西藏瑞香投资有限公司（筹）和福建省福能武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以人民币

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1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潜望商贸有限公司 21,598,272 

2 深圳前海才旺鑫商贸有限公司 21,598,272 

3 洪清平 17,998,560 

4 辜文实 14,398,848 

5 西藏琼茅投资有限公司（筹） 14,398,848 

6 西藏瑞香投资有限公司（筹） 14,398,848 

7 福建省福能武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199,424 



 

合计 111,591,072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  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之

日，即 2015 年 11 月 12 日。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3.8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量）的百分之九十。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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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  限售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各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8.  股票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9.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155,000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153,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以

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定制家具生产项目 100,070.66 86,000 

2 竹家具生产线建设项目 45,108.08 42,000 

3 偿还公司银行借款 - 25,000 



 

合计 - 15,3000 

若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按照项目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

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若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上述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经福建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批复意见

之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且具

体方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为准。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5 票同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1.  公司与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潜望商贸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  公司与深圳前海才旺鑫商贸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  公司与洪清平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  公司与辜文实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  公司与西藏琼茅投资有限公司（筹）之股东顾子清、葛金标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  公司与西藏瑞香投资有限公司（筹）之股东周慧华、胡学烈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  公司与福建省福能武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前次募集资金使情况的报告，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无关联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构成关联

交易。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3、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 年 11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