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开始时间： 2021 年 3月 20 日 9时

结束时间： 2021 年 3月 20 日 -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六）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3 月 15 日。股权登记日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七）会议地点：公司南高新厂区员工食堂大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启动回购公司股权用于减资的

议案；

2、关于补充审议《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发行方案》

与《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安市泰鹰财建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之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

股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关于补充审议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泰安市泰山汇金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2、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

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身份证；3、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单位印章的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4、

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

盖法人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

（二）登记时间: 2021 年 3月 16 日 9:00-17:00



（三）登记地点

公司三楼审计室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米超 张娟 孙彩云

联系地址： 泰安市南关路 66号

电话： 0538—6239967

0538—6239657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月 27 日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文件



议案一：

关于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减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现拟回购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用于减资,详情如下：

一、回购规模：本次回购股份总额不超过 1500 万股。

二、回购对象：

（一）对于首次取得股份在 2015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日，含当日）至 2018 年 3 月 16 日（公司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摘牌日，含当日）之间，且本次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3月 15 日在册的股东，针对其股权登记日所持有

股份，回购价格具体如下：

以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暂停转

让公告发出日，次日公司股票停牌）下午 15点收盘价格 2.37 元/股

为基数，以 2018 年 3月 15 日至 2021 年 3月 15 日为投资收益率计算

期限，投资收益率不高于年利率 6.525%（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单利计算。具体以届时协商签署的

协议约定为准。

（二）对于首次取得股份非在公司三板挂牌期间且本次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3月 15 日在册的股东，针对其股权登记日所持有



股份，回购价格具体如下：

以该股东在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含股改前和股改时资本公积转增的股权）的每股平均成本价格为基

数，以2012年 3月 15日至 2021年 3月 15日为投资收益率计算期限，

投资收益率不高于年利率 6.525%（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一年期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单利计算。具体以届时协商签署的协议约

定为准。

（三）注意事项

1、股东发生多次股权交易情况以其首次取得股权的时点作为分

类依据对其所申请回购的股份进行价格判断。

2、因继承、赠与、婚姻解除财产分割等未有交易价格情况取得

股权的情形参照未有发生继承、赠与、婚姻解除财产分割时点原股权

持有人首次取得股权的情形作为分类依据对其所申请回购的股份进

行价格判断。

3、以收到回购申请的时间先后累计计算申请需要回购的股份数，

截止至 1500 万股停止回购，后续即使在回购申请有效期内提出的申

请也属于无效申请。（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的回购申请以快递公司签收

回执时间为准，当面交接的回购申请以公司加盖公章并且签收人米超

签字加盖私章的专制收据上签收时间为准）。

（四）除上述条件外，回购对象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未损害公司利益；

2、不存在股份异常转让交易、恶意拉抬股份价格等投机行为；



3、不存在因本次股份回购事宜与公司发生诉讼、仲裁、执行等

情形或该情形尚未终结；

4、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限制自由交易的情形,

不存在法律纠纷；

5、在申请回购有效期内向公司送达（现场送达或邮寄送达）书

面申请材料，申请回购其股份。

三、申请回购有效期

申请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7日内,即

2021 年 3 月 26 日之前（含当日）。

拟申请股份回购的股东请在申请回购有效期内，将相关书面申请

材料送达公司（现场送达或邮寄送达）。回购申请材料包括股东的身

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签字或盖章，并署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股权转让合同（针对非挂牌期间发生股权交易的股东）、股东取得所

持股份的交易流水单加盖证券营业部公章（针对首次取得股份在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期间的股东）及《普瑞特机械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申请书》（见附件）。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米超 联系电话：0538-6239967

联系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南关大街 66 号普瑞特机械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

在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回购股份减资工作结果下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回购、减资、



修订《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事宜。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月 20 日



附件：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回购申请书

股东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持股数量（股）

回购股份数（股）

本人承诺：本人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若存在虚假、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则视为放弃本次申请回购的权利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股东（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议案二：关于补充审议《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发行

方案》与《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安市泰鹰财建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优

先股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9 年第二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为定向发行，发行对象为

泰安市泰鹰财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优先股票面价

值为每股 100.00 元，总票面金额为 1.00 亿元，票面股息率为 7.2%，

每半年付息一次。优先股存续时间为 5年，到期后由公司赎回注销，

以上时间段均以收到认购款之日起算。

鉴于优先股发行的需要，公司与认购人签署《普瑞特机械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与泰安市泰鹰财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

于优先股股份认购协议》。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权结构为：总股本7600万股，其中普通股7500

万股，优先股 100 万股。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为：总股本 7700

万股，其中普通股 7500 万股，优先股 200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发行方案》

与《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安市泰鹰财建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之股份

认购协议》。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0 日



议案三：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减资及优

先股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股发行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

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股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办理股份回购协议签署事宜，根据本次回购股份的结果办

理减资相关手续；

（2）本次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股发行工作需要向有关部门递交

所有材料的准备、报审，并根据反馈相应修改本次优先股发行、回购

股份的具体条款；

（3）在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股发行工作结

果下，参照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决议文件模板作为指导办理文

件手续的申请工作；

（4）本次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股发行工作备案及股东变更登记

工作；



（5）根据本次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股发行的结果，对公司章程

进行修改；

（6）本次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股发行完成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等相关事宜；

（7）本次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股发行需要办理的其他相关事宜。

授权的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批准本项授权的决议之日起

至本次回购股份减资及优先股发行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0 日



议案四：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拟回购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对

《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根据本次回购股份

减资结果为准，据此对相关回购股东和股份数及公司总股本、注册资

本等与减少注册资本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0 日



议案五：

关于补充审议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泰安市泰山汇金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因公司长期战略发展与产业升级需要，2021 年 1月公司与山东

泰汶实业有限公司共同为泰安市泰山汇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莱商

银行泰安分行签订的人民币 7000 万元泰山汇金智慧化高端轻工装备

项目贷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主合同期限 5 年，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7000 万元，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0 日

https://www.so.com/link?m=bP+Sw2Q4OQU8VXHNrSWeV0GnAYtmf3PrkqA8j9L6/7fvEGHyDRtzT5hZM/AzgAxS7K/dFjZ+M7GsIn2XkbDOledKg4GPTuQ2kc9IiwCf+3opQ823MVDy+e5imHewfE/1KkgGxkc1/6fCTRP9H0yGoKWHaDKoZ9IcZINvgk5ruUquDZU48Ph6DO06v8P0k9MSWZ3cYOgfGjQE84h311hszd8R0XbrXpKuE1Z0EsM4DpdDYiV19kmU0oynqw/Dg8r0zGpBOskKxDygyIyMGd/SOamsXp1cAxmeKgrSdFA==
https://www.so.com/link?m=bP+Sw2Q4OQU8VXHNrSWeV0GnAYtmf3PrkqA8j9L6/7fvEGHyDRtzT5hZM/AzgAxS7K/dFjZ+M7GsIn2XkbDOledKg4GPTuQ2kc9IiwCf+3opQ823MVDy+e5imHewfE/1KkgGxkc1/6fCTRP9H0yGoKWHaDKoZ9IcZINvgk5ruUquDZU48Ph6DO06v8P0k9MSWZ3cYOgfGjQE84h311hszd8R0XbrXpKuE1Z0EsM4DpdDYiV19kmU0oynqw/Dg8r0zGpBOskKxDygyIyMGd/SOamsXp1cAxmeKgrSd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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