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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公司债所致。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四、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公司编制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附件）。

公司于2020年4月30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

露《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五、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各位股东：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2019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74,538,836.00元。 报告期内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为-1,432,940,852.10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母公司）148,208,383.33

元，累计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母公司）-1,284,732,468.77元。

鉴于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数，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不符合分红的条件，因此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六、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

务，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

公司拟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

构，负责公司2020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工作。 2020年

度审计费用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80万元（不含税），其中会计报表审计费用为

120万元（不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60万元（不含税）。

鉴于其良好的专业精神与服务质量，拟续聘众华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事务

所，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合理的基础上与其商谈确定审计费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七、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编制的截至2019年12

月31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84号）核准，甘肃刚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方式向9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410,175,875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每股7.96元，发

行总额为人民币3,264,999,965.00元。 此次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为人民币15,

816,2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49,183,765.00

元。

2015年12月28日在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884,999.93元后，募集资金余额

人民币3,258,114,965.07元（含未支付的发行费用人民币8,931,200.07元）缴

存于公司的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中。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12月29日

出具的《验资报告》（众会验字（2015）第6187号）予以验证。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及2019年12月31日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558.81

加：利息收入 0.16

减：手续费支出 0.00

减：支付发行费用 0.00

减：本年度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0.00

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58.97

注：本年度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0万元.

2016年8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暨对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增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变

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悦玺科技公

司” ）。公司以“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

额453,000,000.00元和银行存款利息 2,600,000.00万元， 合计 455,600,

000.00元对悦玺科技公司实缴出资并增资（详见公告编号：2016-084）。 截至

2016年12月31日，累计使用455,600,000.00元。

2016年9月18日，悦玺科技公司收到本公司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455,600,

000.00元，业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9月19日出具众会

验字（2016）第5903号《验资报告》审验。

2018年2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

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中的 “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项

目” ，并将该项目剩余投资额199,331,453.59元计划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悦玺科技公司“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使

用情况及2019年12月31日余额如下：

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91,682.55

加：利息收入 30.50

减：手续费支出 40.00

减：支付发行费用 0.00

减：本年度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0.00

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1,673.05

注：悦玺科技公司本年度投入使用募集资金0元；历年累计投入O2O营销渠

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259,237,040.07元、 补充流动资金201,

545,849.36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公司募集资金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2015年12月28日， 公司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根据协议，公司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场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民主东路支行

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开立了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场支行* 2703020029200102995 277.3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民主东路支行* 621060173018010048110 236.5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310066661018800064255 45.10

合计 558.97

*注：被冻结的募集资金账户

（二）悦玺科技公司“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

情况

2016年8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暨对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增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的实施主体变

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9月19日，公司与保

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场支

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签署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根据协议，悦玺科技公司在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场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开立

了“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O2O营销渠道和信息

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广场支

行*

2703020029200109584 78,136.9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 8250000010120100024340 13,536.13

合计 91,673.05

*注：被冻结的募集资金账户

（三）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本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悦玺科技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

募集资金限定用于公司对外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公司董事会应当制定

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使用时，应当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 资金使用部门提

出申请，经财务部门审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审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总经

理负责组织实施。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由公司相关业务部门及项目实施

单位负责执行；权益投资项目，由公司投资发展部同财务部负责执行。 募集资金

的管理使用由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监督，保荐机构可随时

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悦玺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一直严格按照 《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 的规定管理募集资

金，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规定的情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24,918.38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26,374.1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9,933.15

各年度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2015年度：28,000.00；

2018年度：243.58

2016 年 度 ：293,

212.30；

2019年度：0；

2017年度：4,4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6.13%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本报

告期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收购北京瑞格

嘉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100%

股权

否

44,

000.00

44,

000.0

0

-

44,

000.00

100.00% - - - -

收购上海珂兰

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

否

66,

000.00

66,

000.0

0

-

66,

000.00

100.00% - - - -

O2O营销渠道

和信息管理中

心建设

是

45,

300.00

25,

923.7

0

-

25,

923.70

100.00% - - -

是(1.1、

1.2)

补充流动资金 是

169,

618.38

190,

450.4

5

-

190,

450.45

100.00% - - - -

合计

324,

918.38

326,

374.1

5

-

326,

374.15

100.0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1.2、 市场环境出现变化， 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增大，

2018年2月28日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决定终止该项目的实施。将该

项目19,933.145359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详见表（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2016年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众会字 （2016）第

5221号专项鉴证报告确认，公司“收购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100%

股权” 先期投入自筹资金369.3017万元，2016年度置换预先支付收

购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自筹资金369.3017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0.055897万元（含募集资金账户的利息收

入），均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中。

调整后投资总额的说明

投资总额变动金额， 系调整后投资总额包含了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产

生的存款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1.1、2016年8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决议确定， 公司以募集

资金45,560万元（含利息收入260万元）设立悦玺科技，悦玺科技作

为“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的实施主体。

（二） 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O2O项目募集资金金额 45,560.00

已累计投入O2O

项目募集资金金

额

46,078.2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O2O项

目募集资金金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O2O项目募

集资金金额

19,933.15

各年度使用的募

集资金金额

2016年度：11,590.81；

2019年度：0

2017年度：14,330.95；

2018年度：20,156.53；

累计变更用途的O2O项目募

集资金金额比例

43.75%（变更金额/O2O

项目募集资金金额）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本报

告期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O2O营销渠道

和信息管理中

心建设项目

是

45,

300.00

25,

923.7

0

-

25,

923.70

100.00% - - - 是(1)

补充流动资金 是 -

20,

154.5

8

-

20,

154.58

100.00% - - - -

合计

45,

300.00

46,

078.2

9

-

46,

078.2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1、市场环境出现变化，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未达预期的风险增大，公司

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

全体股东利益，终止该项目的实施。 2018年2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决议确定， 公司终止 “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

设” 项目，并将该项目计划投资额19,933.145359万元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9,1673.05万元（含项目募集资金账户的利

息收入），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项目募集资金账户中。

调整后投资总额说明

投资总额变动金额，系调整后投资总额包含了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产生

的存款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系“O2O营销渠道和信

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实施主体发生变更。 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8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暨对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增资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的实施主体

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以“O2O营销渠道

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45,300.00万元和银行存款

利息260.00万元，合计45,560.00万元对悦玺科技公司实缴出资并增资。

2、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通过“O2O营销渠道和信息

管理中心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对该项目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

（二）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系“O2O营销渠道和信

息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提前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

情况如下：

2018年2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

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中的 “O2O营销渠道和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项

目” ，并将该项目计划投资额 199,331,453.59�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2019年度募集资金的

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八、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2020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2020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提案如下：

1、 本方案适用对象：公司独立董事；

2、 本方案适用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3、薪酬标准：在公司领取薪酬的独立董事，按季度发放董事季度津贴，每季

度人民币2万元，各季度次月发放；按年度发放董事年度津贴，每年人民币10万

元，次年第一季度发放；

4、上述薪酬均为税前金额，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二、2020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2020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提案如下：

1、 本方案适用对象：公司非独立董事；

2、 本方案适用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3、薪酬标准：非独立董事在公司兼任高管的，列入高管薪酬方案，不再领取

董事津贴。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九、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按照《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参股股东大地矿业、

母公司刚泰集团或其下属公司（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皆属于关

联交易，“交易额达300万元且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0.5%以上需及

时披露； 交易额达3,000万元且占净资产5％以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按公

司2019年末净资产15.06亿元计算， 则单笔或累计关联交易额达753.02万元需

提交董事会，交易额达7,530.24万元需提交股东大会）。

随着公司经营结构调整的变化和业务合作范围的拓展，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将与刚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在日常经营中继续发生业务方面的关联交易，预计

总金额约为21,105万元。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19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发生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吾伊钻石 5,000.00 5,934.86 外部市场变化导致销售品种类

及订单量变化，根据消费需求变

化增加了吾伊钻石的采购量

以上小计 5,000.00 5,934.86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大地矿业 1,800.00

因公司勘探计划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所致

北方视讯 3,000.00

2019年，公司受多种因素影响业

务规模收缩较大，相应的也缩减

或取消了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

量。

金艺拍卖 5,000.00

刚泰文化 3,000.00

禅溪文化 750

泰会生活 15,000.00

茗约文化 1,500.00

以上小计 30,050.00

委托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刚泰文化 4,500.00

禅溪文化 750

泰会生活 1,500.00

茗约文化 3,000.00

以上小计 9,750.00

对关联方出租

资产

刚泰文化 268.75 220.52

布奇拉提 （上

海）

48.89 37.06

以上小计 317.64 257.58

承租关联方资

产

台州浦宥 108.64 108.64

以上小计 108.64 108.64

合计 45,226.28 6,301.08

(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2019年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吾伊钻石 3,000 5,934.86

2020年，公司拟增加对大部

分关联方资源的有效利用，

预计相关业务量增加、业务

往来增多。

以上小计 3,000 5,934.86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大地矿业 105

圣帝斯（深圳） 1,000

金艺拍卖 3,000

刚泰文化 1,000

泰会生活 5,000

以上小计 12,105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商

品

刚泰文化 4,500

泰会生活 1,500

以上小计 6,000

合计 21,105 5,934.8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翔

成立日期：2007年5月14日

注册资本：66万元人民币

住所：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123号

经营范围：地质钻探；地质矿产科学咨询；汽车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大地矿业目前持有公司7.21%的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上海吾伊钻石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黎海

成立日期：2013年4月16日

注册资本：630万元人民币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701号905A室

经营范围：钻石、珠宝首饰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品业务，商务信

息咨询（不得从事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珂兰商贸100%股权，珂兰商贸于2016年1月

4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珂兰商贸持

有吾伊钻石50%的股份，吾伊钻石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上海金艺拍卖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白志远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02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1500号2幢D193室

经营范围：各类商品拍卖（不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商品），商务咨

询（除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建刚先生通过上海刚泰文化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金艺拍卖100%的股权，金艺拍卖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四）上海刚泰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白志远

成立日期：2005年4月21日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浦东新区宣桥镇南六公路433号1层103室

经营范围：工艺美术用品的制作及销售，图书报刊零售、出租，文化艺术交

流与策划，商务信息及投资咨询（除经纪），展览展示服务，广告设计与制作，实

业投资，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徐建刚先生直接持有刚泰文化5%的股权， 并通过刚泰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刚泰文化95%的股权，合计持有其100%的股权，刚泰文

化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

关联交易。

（五）泰会生活（上海）文化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白志远

成立日期：2017年3月30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浦东新区园中路888号4幢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网络科技，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公关活动策

划，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品牌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摄影服务（限数

码摄影），设计制作各类广告，酒店管理，餐饮企业管理，雕塑设计与销售，茶具、

工艺品、服装服饰、珠宝首饰、黄金制品、银制品、食用农产品的销售，旅馆，食品

销售，餐饮服务，电子商务（除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白志远直接持有泰会生活100%的股份。

（六）圣帝斯（深圳）黄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辉

成立日期：2018年1月9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琼宇路特发信息科技大厦1202

经营范围：文化设计及咨询：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图文设计；旅游纪念

品、礼品及办公用品的销售;国内贸易;黄金制品的销售(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公司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系公司关联法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大地矿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冶矿业提供地质勘察业务。 公司与关联方

发生的交易，其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和合理的取费标准确定。 2019年度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在定价政策方面与非关联方交易保持一致。

2、吾伊钻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珂兰商贸提供钻石采购业务。 珂兰商贸与关

联方吾伊钻石发生的关联交易，其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合理确定。 2019

年度珂兰商贸与关联方吾伊钻石发生的交易，在定价政策方面与非关联方交易

保持一致。

4、上海金艺拍卖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高端珠宝翡翠等产品的销售服务。公

司通过金艺拍卖发生的关联交易， 其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合理确定。

2019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在定价政策方面与非关联方交易保

持一致。

5、公司通过刚泰文化、泰会生活等关联方公司的高端销售渠道推广公司产

品，其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合理确定。 2019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

的交易，在定价政策方面与非关联方交易保持一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大地矿业对大冶矿业探矿权所在地的地质条件较为熟悉，相关勘查经验

丰富，由大地矿业为大冶矿业提供地质勘察服务有利于大冶矿业尽快探明储量

并进行开采，有利于大冶矿业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2、珂兰商贸主营钻石、珠宝首饰的采购、设计、加工及销售，而吾伊钻石是

上海钻交所会员企业，商品品质有保障，且商品款式齐全，货期相对较短，有一

定竞争优势，可满足珂兰商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求。 充分利用关联方拥

有的资源，有助于珂兰商贸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和市场竞争力。

3、金艺拍卖具备二、三类文物拍卖资质，主营书画及珠宝翡翠等杂项拍卖，

除每年进行春秋两季艺术品大型拍卖会之外，也举办翡翠珠宝、物资等专场拍

卖。 在提高公司营业的同时，也有助于公司高端产品的品牌提升。

5、刚泰文化、泰会生活等关联方公司均具有高端消费渠道，有利于拓展公

司品牌和市场。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在公司生产经营中具有必要性和持续性，发生的关联交

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十、关于2019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对2015年收购的国鼎黄金有限公司100%股权、

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2016年收购的广州市优娜珠宝首饰有限公

司51%股权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8,305.80万元，现将本次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概况

(一)鉴于收购国鼎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黄金” ）形成商誉，其所

属资产组在2019年度的实际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公司根据国鼎黄金目前的盈

利情况结合未来行业发展情况，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商誉计提1,565.14万

元减值准备。

（二）鉴于收购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珂兰” ）形成商

誉，其所属资产组在2019年度的实际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公司根据上海珂兰

目前的盈利情况结合未来行业发展情况，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商誉计提5,

527.03万元减值准备。

（三）鉴于收购广州市优娜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优娜” ）形

成商誉，其所属资产组在2019年度的实际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公司根据广州

优娜目前的盈利情况结合未来行业发展情况，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商誉计

提1,213.63万元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额度合计为8,305.80万元， 计入公司2019年度损

益，导致公司2019年度利润总额减少8,305.80万元。

三、董事会对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

相 关规定，体现了谨慎性原则，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审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之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 坚持稳健会计原

则，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十一、关于2020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及资产抵押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根据下属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 为满足公司整体经营发展需要，保

证公司及全体下属公司生产经营顺利开展，公司拟就为下属公司、各下属公司

之间以及下属子公司为母公司2020年度提供担保金额进行预计， 总额不超过

559,550万元。如果超过本担保预计金额，超过部分须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提供担保预计的有效期至下年度提供担保预计事项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止。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前提下，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每一笔担

保的具体事宜，并根据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调整各全资下属公司

之间的担保额度。

同时根据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相关要求，部分融资可能出现需要公司相关资

产抵押作为融资增信条件，故将2020年资产抵押预计统计如下。

一、预计担保以及资产抵押情况

2020年度为以下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明细为：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担

保金额

2020年预计

担保金额

1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4,000 214,000

2 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119,504 163,900

3 国鼎黄金有限公司 42,510 80,400

4 台州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0 10,000

5 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10,000 20,000

6 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 0 10,000

7 上海刚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41,250 41,250

8 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000 10,000

9 刚泰控股（上海）有限公司 6,000 10,000

合计 239,264 559,550

2020年资产抵押预计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名称

1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14楼、

存货质押、持有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

2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采矿权、土地

3 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36楼

4 国鼎黄金有限公司

杭州市江干区瑞晶国际商务中心25楼、

存货质押

5 上海宝来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32楼

6 上海刚浩实业有限公司 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22楼

7 台州刚泰黄金有限公司 存货质押

8 上海刚泰黄金有限公司 存货质押

9 刚泰珠宝（上海）有限公司 存货质押

上述担保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定每一笔担保

的具体事宜，并根据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调整各全资下属公司之

间的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陇南市西和县大桥乡鱼洞村

法定代表人：徐建德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亿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2月22日

经营范围：矿产品（不含特定品种）的加工及销售；水文工程、环保工程的

施工及测量（凭资质证）；地质咨询服务；黄金开采（凭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经

营，批准书有效截至2017年8月1日）；贵金属制品设计、生产、加工及销售；贵金

属投资。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9,196,

219,235.08元，总负债为8,700,380,843.32元，净资产为495,838,391.76元。 实

现营业收入39,694,038.84元， 利润总额为-30,020,349.66元， 实现净利润为

-25,053,002.19元。

（二）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申港大道88号1008室

法定代表人：赵瑞俊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7月12日

经营范围：黄金饰品、铂金饰品、珠宝首饰的批发零售，商务信息咨询（除经

纪），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080,349,

344.91元，总负债为5,684,908,738.14元，净资产为395,440,606.77元。 实现营

业收入3,284,520.79元， 利润总额为-14,970,474.64元， 实现净利润为-12,

903,813.49元。

（三）国鼎黄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国鼎黄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阮孟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零捌佰万元整

公司住所：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198号瑞晶国际商务中心25层

成立日期：2009年7月7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金银制品，金银饰品，金银纪念币，珠宝，翡翠玉石，

工艺美术品；经营流通人民币服务；委托加工金银制品，黄金回收，承办会展，经

济信息咨询；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国鼎黄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26,772,436.96元，

总负债为1,060,587,591.80元，净资产为166,184,845.16元。 实现营业收入3,

350,690.31元，利润总额为-13,998,190.34元，实现净利润为-11,111,690.58

元。

（四）台州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台州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刚泰艺鼎广场D座商铺10室

法定代表人：赵瑞俊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9月22日

经营范围：黄金饰品、铂金饰品、珠宝首饰的批发、零售，贸易咨询服务；从

事货物、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台州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784,612,

445.79元，总负债2,991,350,648.72元，净资产为-206,738,202.93元。 实现营

业收入384,289,598.55元， 利润总额为-363,591,665.03元， 实现净利润为

-397,142,970.97元。

（五）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瑞俊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亿元整

公司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贝丽北路24号水贝18二层

成立日期：2015年4月28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黄金饰品研发设计、批发及零售、黄金摆件、黄

金、铂金及其他贵金属饰品、各种宝石、钻石、珍珠、翡翠、晶石首饰及饰品、钟

表、工艺品的批发零售、商务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

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许可经营项目是：珠宝首饰加工。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深圳市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4,817,

550.80元，总负债为291,281,313.97元，净资产为-26,463,763.17元。 实现营业

收入3,128,626.41元， 利润总额为-2,278,562.59元， 实现净利润为-2,235,

478.06元。

（六）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邓庆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捌佰捌拾陆万陆仟伍佰叁拾陆元整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封周路655号14幢J626室

成立日期：2008年8月25日

经营范围：珠宝首饰、黄金饰品、钟表、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服装鞋帽的销

售、从事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上海珂兰商贸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1,723,888.61

元，总负债为300,942,199.07元，净资产为-39,218,310.46元。 实现营业收入

12,223,352.60元， 利润总额为-37,184,700.13元， 实现净利润为-37,184,

700.13元。

（七）上海刚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刚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瑞俊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公司住所：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申港大道88号1010-1室

成立日期：2014年9月4日

经营范围：影视投资，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动漫设计，设计、制作各

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上海刚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206,

059.51元，总负债为433,917,682.02元，净资产为-407,711,622.51元。 实现营

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为-7,361,362.30元，实现净利润为-7,361,362.30元。

（八）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瑞俊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伍仟伍佰陆拾万元整

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958号1409室

成立日期：2016年7月14日

经营范围：从事网络科技、新材料技术、多媒体信息技术、计算机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各类

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电脑图文设计，电信业务，金银饰品、珠宝首饰、工

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销售、维修，自有设备租赁，日用百货、通讯设

备、五金交电、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钟表、

家具、针纺织品、服装的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营养健康咨询服

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58,729,

892.93元，总负债为633,989,265.97元，净资产为324,740,626.96元。 实现营业

收入5,221,932.77元， 利润总额为-3,187,878.82元， 实现净利润为-3,167,

675.86元。

（九）刚泰珠宝（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刚泰珠宝（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邓庆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958号1407室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0日

经营范围：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金属制品的设计、

销售，钟表、箱包皮具、服装鞋帽的设计、销售与维修，化妆品、日用百货、电

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针纺织品、五金交电、文化用品、体

育用品的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自有设备

租赁。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刚泰珠宝（上海）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13,398,

750.61元，总负债为2,874,596,602.65元，净资产为-361,197,852.04元。 实现

营业收入108,238,494.48元，利润总额为-5,351,228.51元，实现净利润为-3,

878,504.85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十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1）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2019年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按照会计准则和修

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2）会计准则的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财会[2019]8号），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

会[2019]9号），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执行。

3、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1）财务报表格式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

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会计准则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的规定执行，其余未

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4、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财会[2019]16� 号文件的要求，本次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主要变

动如下：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项目；

3、新增“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项目。

4、新增“债权投资” 项目；

5、新增“其他债权投资” 项目；

6、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

7、新增“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项目；

8、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

9、在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行项目。

（二）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

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2020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并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不重述2019年

末可比数。 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的，按规定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

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

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根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规定，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

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

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

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根据债务重组准则的规定，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

务重组，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

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

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鉴于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

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内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甘

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监事会

对上述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变更会计政

策，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根据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十三、关于2019年度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 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概述

1、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对各项存货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

了全面的盘点、清查、分析和评估，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的存货减值损

失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

31日。

3、公司对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十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

存货减值准备。

二、 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

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以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影响

因素已经消失，使得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则在原已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额内，将以前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公司确定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的影响等因素。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 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

材料仍然按照成本计量； 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的，该材料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

基础计算。 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公司对各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2019年共计提存货减值

准备123,757.73万元。

三、 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将影响公司2019年度利润总额减少123,757.73万

元，减少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9,899.91万元。

四、 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并经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

出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资产价值及经

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

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反映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

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存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

司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十四、关于2019年度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 本次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情况

为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经营情况和资产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应收账

款的可回收性进行了分析评估。

公司认为一些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存在减值损失迹象。 按照谨慎性原则，

本次拟对这些应收账款进行全额计提，本年补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总额为12.35

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 金额 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原因

1

上海昶昱黄金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

390,595,298.35

公司实控人失联， 注册地已无人

经营，公开资料查询显示，公司涉

及诉讼案件较多，无法偿还，已被

列为经营异常名录。

2 深圳市烨嘉珠宝有限公司 335,428,800.00

无法联系到公司负责人， 原经营

场地已搬离。

3 山西金满堂珠宝有限公司 73,101,204.00

无法联系到公司人员， 公开资料

查询显示公司列为失信被执行企

业，实际控制人被限制高消费

4

深圳市瑞生生珠宝首饰有限公

司

52,216,400.00

实际控制人失联， 企业已停止经

营。 公开资料查询显示有税收违

法信息。

5 深圳市宏美达珠宝有限公司 50,114,105.25

已仲裁，宏美达败诉，但公司没有

可执行财产， 公开资料查询显示

该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6 砀山县云福商贸有限公司 50,076,000.00

无法联系到公司人员， 公开资料

查询显示正在进行网上简易注销

程序。

7 徐州名贵艺辉商贸有限公司 46,733,700.00

无法联系到公司人员， 公开资料

查询显示正在进行网上简易注销

程序。

8 夏邑县迈思瑞商贸有限公司 46,527,390.00

无法联系到公司人员， 预计无法

收回

9 丰县百福得商贸有限公司 46,480,500.00

无法联系到公司人员， 公开资料

查询显示正在进行网上简易注销

程序。

10 单县联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8,125,500.00

无法联系到公司人员， 公开资料

查询显示正在进行网上简易注销

程序。

11 沈阳中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6,594,390.00

实际控制人失联， 公开资料查询

显示该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

12 沈阳安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0,519,900.00

实际控制人失联， 公开资料查询

显示该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

13 河北金尊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21,959,170.00

无法联系到公司人员， 公开资料

查询显示公司列为失信被执行企

业，实际控制人被限制高消费

14 深圳市中宝珠宝有限公司 8,657,030.00

无法联系到公司人员， 公开资料

查询显示有经营异常信息

15

深圳市金鸿福黄金珠宝有限公

司

8,326,645.00

实际控制人失联， 原经营场地已

搬离。

合计 1,235,456,032.60

二、 本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单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系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进行的

会计处理， 符合实际情况。 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2.35亿元计入公司

2019年度当期损益，将减少公司本期利润总额12.35亿元。 公司单项计提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公司已责成相关单位及职能部门进一步做好债务人相关情况的跟踪、核

查，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力度催收债权，努力尽快回收上述应收款项，维护公司利

益。

三、 董事会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各位董事认真核查公司本次核销应收账

款坏账的情况，认为本次核销应收账款的事实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的财务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同意公司

本次应收账款核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

知》 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核销依据充分。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 收款，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核

销部分应收 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事项。

五、 监事会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认真核查了公司本次核销

应收款的情况，认为本次核销应收账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的

财务真实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

事会就该核销应收账款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监事

会同意公司本次应收账款的核销。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十五、关于延长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2016年5月31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2016年7月11日召

开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2日、2016年7月12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2017年3月22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7年4月10日召开

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以下简称“《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修订）》” ）。 《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规定，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获

得股东大会批准后，委托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管理，设立长城刚泰1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24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2017年4月11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2017年5月5日，“长城刚泰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

式共计买入公司股票1,532,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0.10%， 成交金额合计19,

847,953.24� 元，平均成交价格12.95元，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全部完成股票

的购买。 （详见公告：2017-027）

公司于2019年6月3日召开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于2019年6月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第2期员工持

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12个月。

（详见公告：2019-06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1,532,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0.10%。

二、延长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情况

根据《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的相关规定，经持有人会议和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鉴于目前的市场情况，公

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认为目前公司股票价格不能反映正常价值， 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及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同意将

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36个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延长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

计划存续期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关于延长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事项，已经出席第2期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 公司董事会的审议

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我们同意公司第2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36个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十六、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9年度，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广大股东权益出发，恪尽职守，

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和义务，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2019年监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公司2019年总召开6次监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1）2019年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根据财政部规定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

案》。

（2）2019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3）2019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2018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8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关于2018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2018�

年度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的议案》、《关于2018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

议案》、《关于2019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2019年度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融资额度计划的议案》、《关于2019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及资产抵

押预计的议案》、《关于续聘2019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2019年第

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关于对2018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

专项说明的议案》。

（4）2019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5）2019年9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6）2019年10月16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公司规范运作情况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赋予的职权，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对股东

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情况等进行了监督、检

查，认为公司能够严格依法规范运作，经营决策科学合理，重大决策依照《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执行，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三、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财务结构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19年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监事会认可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内容，同时也同意公司董事会

就涉及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妥善处理好相关事项，尽快

消除审计报告中提及的相关问题，使公司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四、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的重大缺陷整改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上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的重大缺陷整改进行检查，确

认已问责处理和整改，建立健全《印章管理办法》、《诉讼信息管理办法》、《商

品拍卖管理办法》、《商誉减值管理办法》，及时修订《内部控制管理手册》，并

组织对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制度培训，使缺陷得到整改，管理和业务更加规范。

总之，公司监事会在2019年的工作中，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尽力履

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能，竭力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新的一年里，公司监事会成员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增强工作责任心，坚

持原则，公正办事，尽责履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进一步协助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增强自律、诚信意识，加大监督力度，切实担负起保护广大股

东权益的责任，与董事会和全体股东一起共同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促使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5日

议案十七、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提案如下：

1、 本议案适用对象：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工监事；

2、 本议案适用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3、 薪酬标准：监事在公司领取薪酬，不再领取监事津贴。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