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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過本公司子公司 Chia Hsin Pacific Limited 之再轉投資事業台泥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以該公司自籌資金，透過其附屬公司，增資大陸事業瀘州賽德
水泥有限公司人民幣 12,000 萬元，及增資大陸事業瀘州納溪賽德水泥有
限公司人民幣 7,000 萬元，本公司依間持股比例合計將增加對大陸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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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約人民幣 1,750 萬元案。
二、通過核定 102 年度副董事長及經理人獎金之數額案。
三、通過核定 102 年度董事報酬加發數額案。
四、通過加發 102 年度薪酬委員之報酬案。
五、通過本公司貸與子公司 Chia Hsin Pacific Limited 美金 600 萬元案。
六、通過本公司吸收合併子公司創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案。
一、通過本公司於初期不超過 1,400 萬歐元(不含稅務、規費等相關費用)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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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10

圍，增資 LDC Rome Hotels Srl.及/或雲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間接取得
義大利 HOTEL VALLE DEI CASALI 資產案。
二、通過為考量公司水泥業務之需要，聘任協理一名。
一、通過造具本公司 102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二、通過更換本公司查核簽證會計師案。
三、通過簽證會計師報酬案。
四、通過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並提請 103 年股東常會
同意。
五、通過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並提請 103 年股東
常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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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過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部分章節案。
七、通過本公司 102 年度董事、監察人酬勞暨員工紅利分派案。
八、通過造具本公司 10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並提請 102 年股東常
會承認。
九、通過本公司 102 年度盈餘分派案，並提請 103 年股東常會承認。
十、通過召開 103 年度股東常會事宜案。
十一、通過王立心董事臨時動議就 TC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現金公
開收購台泥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股份要約乙案，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專案委
員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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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過本公司於不超過 13 億日圓之範圍內，直接或間接取得日本土地資產，
並給付相關費用及稅費案。
一、通過提報本公司於法國巴黎財富管理銀行香港分行外幣帳戶投資風險評估
問卷案。
二、通過核定本公司李克偉協理之報酬案。
三、就 TC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現金公開收購台泥國際集團有限公
司股份要約乙案，在考量財務顧問之評估報告，會計師合理意見書，及全
體獨立董事組成「專案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之建議後，決議不接受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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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並責成經營管理團隊另尋求其他適當方案。
四、通過審查股東黃俊榮提出股東常會議案，將其提案案由：請公司提升公司
治理水準，列入股東常會報告事項，其提案說明之內容與事實不符之部分
將於股東會中說明。
五、通過審查股東黃淳毅、黃柏凱、黃筱茵及盧桂梅提出股東常會議案，將其
提案案由：勿賤賣擁有之台泥國際約 5.3 億股，以免嚴重損害股東之巨大
利益，併入台泥國際報告案中，併案於股東常會報告。
六、財務總處臨時動議關於本公司投資性不動產續後衡量之會計政策，是否改
第1頁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年度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會議次數

開會時間

重

要

決

議

事

項

採公允模式評價乙案，討論後決議因目前法令並未規定必須採用，且公司
已依規定於財報附註中之投資性不動產項下清楚揭露，現階段不改採公允
模式評價。
一、通過訂定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案。
二、通過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案。
三、通過提請股東會解除本公司董事張剛綸先生及王立心女士之競業禁止限制
案。
四、通過解除本公司經理人張剛綸先生及王立心女士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五、通過認購子公司藍鈞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新台幣 2400 萬之增資股
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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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過子公司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洽請本公司擔任其本票背書人
案。
七、通過子公司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洽請本公司擔任其本票發票人
案。
八、通過財務部臨時動議為日本子公司 Godo Kaisha GK59 與中國信託銀行往
來額度擔任擔保品提供人案。
九 、 通過 財 務部 臨 時動 議本 公 司貸 與 持股 40%之 LDC ROME HOTELS
S.R.L.168 萬歐元案。
一、通過本公司貸與持股 40%之 LDC ROME HOTELS S.R.L.140 萬歐元案。
二、通過本公司透過日本子公司 Godo Kaisha GK59 於不超過 25 億日圓(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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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本及支付相關稅、費)之範圍內，取得日本沖繩國際通土地資產案。
三、通過為日本子公司 Godo Kaisha GK59 與中國信託銀行往來額度擔任擔保
品提供人案。
四、通過訂定 102 年度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案。
一、通過變更與台新銀行往來授信額度案。
二、通過修訂本公司「董監酬勞發放辦法」部份條文案。
三、通過修訂本公司「董監酬勞分配給付辦法」部份條文案。
四、通過核定 102 年度董事、監察人酬勞分配數額案。
五、通過訂定本公司「員工薪酬管理辦法」案。
六、通過訂定 102 年度員工紅利分配基準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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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通過核定 102 年度經理人員工紅利分配數額案。
八、通過本公司貸與持股 40%之 LDC ROME HOTELS S.R.L.約 201.3 萬歐元案。
九、通過為轉投資公司 LDC ROME HOTELS S.R.L.擔任其本票背書人案。
十、通過本公司以不超過 3320 萬歐元(包含不動產價款及相關稅、費)，間接取
得義大利米蘭不動產案。
十一、通過本公司貸與 LDC MILAN HOTELS S.R.L.不超過 1600 萬歐元案。
十二、通過修正本公司今(103)年下半年之項算案。
十三、追認臨時動議捐贈高雄市政府「81 氣爆」救助款新台幣 200 萬元整案。
一、通過認購子公司雲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現金增資股份案。
二、通過為日本子公司嘉新琉球開發合同會社與中國信託銀行融資 5.95 億日
圓變更背書保證方式案。
三、通過本公司註銷為日本子公司嘉新琉球開發合同會社與中國信託銀行融資

第 379 次

103/11/13

25 億日圓擔任擔保品提供人之背書保證案。
四、通過本公司註銷貸與持股 40%之 LDC ROME HOTELS S.R.L.201.3 萬歐元
案。
五、通過為永豐銀行長期借款已陸續還本，降低該額度本票案。
六、通過與永豐銀行建立中期借款額度案。
第2頁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年度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會議次數

開會時間

重

要

決

議

事

項

七、通過向第一商業銀行重新取得中期借款額度案。
八、通過為子公司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彰化銀行往來額度擔任擔
保品提供人案。
九、通過與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簽訂原物料採購合約案。
十、通過臨時動議本公司子公司 Chia Hsin Pacific Limited 之再轉投資事業台泥
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以該公司自籌資金人民幣 12 億 7000 萬，透過其附屬
公司，收購大陸事業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權，暨取得其
旗下兩家全資子公司，本公司依間持股比例將增加對大陸投資金額約人民
幣 1 億 2970 萬元案。
一、通過與子公司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續訂基隆儲運中心委託管理合約及台
中港水泥倉儲服務合約案。
二、通過 104 年度續與金融機構維持融資往來之借款額度案。
三、通過與國泰世華銀行取得中長期借款額度案。
四、通過變更本公司外幣帳戶授權簽署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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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過編制 104 年度預算案。
六、通過子公司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洽請本公司續擔任其本票背書
人及本票發票人案。
七、過過造具 104 年度稽核計劃案。
八、通過修訂本公司「職務授權管理辦法」之核決權限表之部分內容案。
九、通過修正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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