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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二○二二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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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二〇二二年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下午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郑康豪、陈小海、刘海波、李亚
莉、曹剑、陈建华、孙俊英、王培。公司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
人（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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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二〇二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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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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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二〇二一年度审计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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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本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
告，本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如下：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总资产 10,926,030,630.07 元（以下货
币 单 位 均 指 人 民 币 ） ， 同 比 下 降 7.07%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合 并 净 资 产
3,442,467,337.93 元，同比下降 27.61%。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754,410,363.46 元，
同比上升 10.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合并净利润-1,157,331,799.94 元，同比
下降 296.07%。
议案表决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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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国内会计准则审计，2021
年度公司实现的合并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1,157,331,799.94 元，母公司 2021 年度
净利润-128,935,068.08 元，2020 年末滚存的母公司未分配利润-26,220,496.81 元，
因新租赁准则，调整母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 59169564.71 元，调整后 2021 年初
滚存的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32949067.90 元，2021 年末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95,986,000.18 元，2021 年年末母公司资本公积为 2,310,944,367.85 元。
基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 2021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
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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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表决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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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二〇二一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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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表决情况：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续聘公司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续聘公司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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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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表决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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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处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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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确认税前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共计-823,413,925.40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面积（㎡）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

2020 年 12 月 31

2021 年 12 月 31

2021 年 12 月 31

变动幅

本期计入公允

本期计

日账面价值

日评估值

日账面价值

度（%） 价值变动损益

入其他
综合收
益

广州解放北路
大北新街招待

104.48

4,273,232.00

4,273,232.00

4,471,744.00

4,273,232.00

86.7

5,097,960.00

5,097,960.00

4,456,380.00

4,456,380.00

4.65%

所 22 号
中泰松园南九

-12.59

巷 804#

-641,580.00
%

皇庭国商购物

-729,841,700.0
80,608.64

7,728,195,200.00

7,647,651,900.00

6,917,810,200.00

6,917,810,200.00

-9.54%

广场

0

成都环球时代
52,970.48

788,919,684.17

788,919,684.17

764,051,790.37

788,919,684.17

9,048.93

113,160,700.00

115,563,800.00

103,793,318.40

103,793,318.40

-3.15%

中心
重庆公寓

-10.19
-11,770,481.60
%

重庆皇庭广场

-10.25
78,003.25

764,999,718.95

792,175,300.00

711,015,136.20

711,015,136.20

-81,160,163.80
%

合计

220,896.9

-823,413,925.4
9,404,646,495.12

9,353,681,876.17

8,505,598,568.97

8,530,267,9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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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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期原有的成都
环球时代中心和广州解放北路大北新街招待所 2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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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都环球时代中心和广州解放北路
大北新街招待所 22 号两项房产公司认定其公允价值未发生大幅变动，不进行会
计调账处理，期末投资性房地产仍按期初账目价值确定。皇庭国商购物广场、中
泰松园南九巷 804#、重庆公寓和重庆皇庭广场四项投资性房地产的期末与期初
公允价值相比，变动幅度大于 5%，对于皇庭国商购物广场等上述四项房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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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其公允价值发生大幅变动，进行会计调账处理，期末投资性房地产按其公允
价值确定。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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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413,925.40 元。
议案表决情况：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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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郑康豪为本次交易的关联
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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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皇庭商务服务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实施业绩
补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皇庭商务服务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实施业绩补偿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郑康豪为本次交易的关联
董事，按照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关于重庆皇庭广场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实施业绩
补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重庆皇庭广场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实施业绩补偿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郑康豪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
事，按照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关于对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的专项说明》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审计，基于皇庭国际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已连续两年亏损，亏损金额（归
属母公司）分别为 29,220.42 万元、115,733.18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流动
资产 131,790.06 万元，流动负债 523,620.55 万元，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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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830.49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到期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共计
344,320.62 万元，已被相关债权人采取诉讼、财产保全等司法措施，皇庭国际
已在财务报表附注十六（四）中披露了拟采取的如资产出售等改善措施，但可能
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
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亚会审字[2022]01610185 号）。
公司董事会相信审计机构的独立判断能力，对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审计报告》表示理解和认可。
公司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已连续两年亏损，亏损金额（归属母公司）分
别为 29,220.42 万元、115,733.18 万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资产 131,790.06
万元，流动负债 523,620.55 万元，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391,830.49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到期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共计 344,320.62 万元，逾
期未偿还利息共计 49,451.31 万元，并且已被相关金融机构采取诉讼、财产保全
等司法措施。前述事项使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无法在
正常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本公司拟采取以下改善措施解决面临的困
难：
（1）公司已在推动出售部分资产，2022 年 1 月 2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皇庭
不动产及成都商业与华银（深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购买方应于上述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笔股权交易款人民币
2,000.00 万元作为定金，截至本报告日，购买方尚未支付第一笔股权交易款。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司通过联交所对外发布了《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
权转让意向征集公告》，参考价格为人民币 56.20 亿元，同日，公司通过联交所
对外发布了《重庆皇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意向征集公告》，参考
价格为人民币 7.65 亿元。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与意向购买方已就融发投资股
权转让事项签署了标的项目收购意向书，该意向书尚待买卖双方内部有权审批机
构批准后方可生效，此项转让事宜可能形成皇庭国际较大资产处置损失。若上述
股份股份转让实施完成，转让所得将用以清偿公司及其它相关公司的全部债务，
将极大优化公司资产和债务结构，为公司探索发展新业务提供资金支持，公司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目前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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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也在积极探索业务转型，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二〇二一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意发功率增资并签署的
议案》，并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了该次董事会决议及《关于投资德兴市意
发功率半导体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等相关公告，对公司投资收购德兴市意发功
率半导体有限公司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披露和说明。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已按照德
兴意发功率的业务发展需要向其支付了 5,000.00 万元投资款，其股权结构尚未
变更。
（3）公司仍重点专注做好商业不动产运营管理，公司商业不动产出租率提
升，营业收入有所增长。同时公司也提高现金计划管理能力，科学匹配现金流入
与支出的金额、期限，保持合理的现金储备，维持本公司持续经营。
议案表决情况：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议案表决情况：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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