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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二○一八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二〇一八年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下午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郑康豪、陈小海、唐若民、
林青辉、刘晓红、朱波、熊楚熊、王培、汪军民。公司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
席会议董事九人（其中：朱波、王培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由郑康豪董事
长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审议
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二〇一七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二〇一七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熊楚熊、王培、汪军民向董事会提交了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并将在2017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二〇一七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二〇一七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二〇一
七年度报告》及《二〇一七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二〇一七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二〇一七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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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二〇一七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本公司二〇一七年度财务审
计报告书，本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如下：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总资产 14,169,679,684.21 元（以下
货币单位均指人民币），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合并净资产 5,300,703,808.45 元，
合 并 报 表 营 业 收 入 702,271,639.39 元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77,823,722.36 元，基本每股收益 0.15 元。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二〇一七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国内会计准则审计,2017 年度公
司实现的合并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177,823,722.36 元,母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
245,184,722.53 元, 2016 年末滚存的未分配利润-182,305,121.08 元，提取法
定 盈 余 公 积 金 6,287,960.14 元 后 ,2017 年 末 母 公 司 实 际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为
56,591,641.31 元，2017 年年末母公司资本公积为 2,311,952,737.19 元。
为了更好的回报股东，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公司拟
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75,345,368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40 元 (含税)，合计利润分配总额为 47,013,814.72 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在股权登记日公司的股份总
数较 2017 年末股份总数发生变化，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二〇一七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二〇一七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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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8、审议通过续聘公司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7 年度审计工作中，遵循了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
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为公司出具的审
计报告客观、公正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提议，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
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审计费用将在 2017 年审计费用的
基础上结合公司 2018 年实际经营情况予以考量，授权公司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
所商定。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二〇一八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二〇一
八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处理的议案；
公司聘请的专业房地产评估公司于2017年末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进行
估价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按照《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拟同意公司及下属企业所持有的部分投资性房地产
2017 年确认税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共计 96,620,480.38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面积
（㎡）

广州解放北
路大北新街
招待所 22

104.48

2016 年 12

2016 年 12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评

月 31 日账

月 31 日评

估值

面净值

估值

2,632,896.

2,632,896.

4,032,928.

00

00

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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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53.17%

本期计入公
允价值变动
损益

1,400,032.
00

本期
计入
资本
公积

-

号
中泰松园南

74.50

九巷 102#
中泰松园南

86.70

九巷 804#

3,613,250.

3,613,250.

3,441,900.

00

00

00

4,204,950.

4,204,950.

4,491,060.

00

00

00

皇庭国商购

80,608.

7,685,152,

7,647,651,

7,769,293,

物广场

64

200.00

900.00

300.00

成都环球时

52,970.

代中心

48

-

-

-

-

合计

133,844
.80

916,540,60
0.00

-4.74%

-

-

6.80%

286,110.00

-

1.59%

-

-

11.55%

8,697,799,
788.00

-

94,934,338
.38
96,620,480
.38

-

-

注：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购买成都环球时代中心，并于 2017 年 6 月完成过户手续，其账面
原值为 821,606,261.62 元。

根据《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单项投资性房地产的期末公允价值与期初公
允价值相比,变动幅度小于 5%时,公司不进行会计处理。公司本期原有的皇庭国
商购物广场、中泰松园南九巷 102#两项投资性房地产的期末与期初公允价值相
比,变动幅度小于 5%,对于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及中泰松园南九巷 102#,公司认定
其公允价值未发生大幅变动,公司不进行会计调账处理,期末公允价值仍按期初
公允价值确定。而对于公司持有的另外三项投资性房地产，因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幅度大于 5%，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认定其公允价值已发生大幅变动,故公司进
行会计调账处理。2017 年末，此类项目本期确认税前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共计 96,620,480.38 元。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
注销未达到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陈小海、唐若民、林青辉、
刘晓红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唐若民在公
司董事长郑康豪控股的企业任职，郑康豪为唐若民的关联方，在审议本议案时回
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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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因公司2017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到《公司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第一期可解锁的业绩条件，公司决定回购
注销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826.815万股。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
资本由1,175,345,368元减少至1,167,077,218元，公司股本由1,175,345,368股
减少至1,167,077,218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有关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对现行的《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条款：
第三条 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5年8月18日以深府办函(1995)48号文
批准，公司首次向境外投资人公开发行了以港币认购且在境内上市的境内上市外
资股5000万股，并于1995年10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1996年6月，经深
圳市人民政府深府函[1996]28号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证监发审字[1996]99号文批准，公司向境内社会公众发行以人民币认
购的普通股2000万股，并于1996年7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经2013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220,901,18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2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220,901,184 股增至265,081,420股。
2015年7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308,811,014股，公司的股份总数增加至
573,892,434股。2016年6月28日，根据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现有总股
本573,892,43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本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由573,892,434股增至1,147,784,868股。2017年8月，公司完成
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2,756.05万股限制性人
民币普通股A股，公司总股本由1,147,784,868股增至1,175,345,368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75,345,368 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
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应就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
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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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175,345,368 股。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董事会成员中包括

三名独立董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修订后的条款：
第三条

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5年8月18日以深府办函(1995)48号文

批准，公司首次向境外投资人公开发行了以港币认购且在境内上市的境内上市外
资股5000万股，并于1995年10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1996年6月，经深
圳市人民政府深府函[1996]28号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证监发审字[1996]99号文批准，公司向境内社会公众发行以人民币认
购的普通股2000万股，并于1996年7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经2013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220,901,18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2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220,901,184 股增至265,081,420股。
2015年7月，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308,811,014股，公司的股份总数增加至
573,892,434股。2016年6月28日，根据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现有总股
本573,892,43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本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由573,892,434股增至1,147,784,868股。2017年8月，公司完成
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2,756.05万股限制性人
民币普通股A股，公司总股本由1,147,784,868股增至1,175,345,368股。公司回
购注销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826.815万股。回购注销后，公司总
股本减少至1,167,077,218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67,077,218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
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应就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
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167,077,218 股。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

事会成员中包括三名独立董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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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罢免。
除上述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外，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未发生变更。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购买
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郑康豪、唐若民为关联董
事，按照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14、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下属公司同心再贷款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公
司下属公司同心再贷款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部分条款的
议案；
为充分发挥优秀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司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等实际
情况，并参照行业、地区薪酬水平，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
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进行调整。拟调整该制度第七条 3 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
基本薪酬执行标准，其他条款不变。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6、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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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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