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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１ 股票简称： 深物业Ａ 深物业Ｂ 编号：２０１０ — ３２ 号

单位：万元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及时、 公平，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００ 在深圳国贸大厦 ３９ 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
章程》、《
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陈玉刚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公司监事、主管财务工作的王航军副总
经理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
一）审议《
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
预案）》的议案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为履行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重大事项， 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
下称“
深投控”）与本公司共同筹划启动相关承诺的重大事项。 经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 Ａ、Ｂ 股股票交易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开始停牌。
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本公司披露了《
我公司拟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皇城地产有限公司持有的部分房产与深投控拥有的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和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进行置换， 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差额部分，
以现金方式补齐，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
审计、评估并经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的评估结果确定。
目前，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已完成，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房地产证也已办理完毕。
根据评估报告，本公司拟置出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０６，５６３，２７９．００ 元，拟置入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０４，
深投控同时表示将
０９０，４３２．７７ 元，置换资产的差额部分人民币 ２，４７２，８４６．２３ 元由深投控以现金补足（
严格遵守股改承诺，就本次履行和承诺履行的差额部分的 ２０％向本公司补偿现金）。 详见与本公告同
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
日刊登的《
本公司独立董事董志光、查振祥、李晓帆对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
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评估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结果公允。 本次资产
置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能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
构，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减少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造成利益输送；不
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就本次资产置换事项的相关安排，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两位控股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６ 票赞成、０ 票弃权、０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审议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依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核实
和审查，提请公司董事会聘请龚四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龚四新先生个人简历：
龚四新先生，男，１９６８ 年 ２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具有丰富的企业财会会计管
理经验。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深圳市杰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深圳市三诺电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深圳市杰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龚四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在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任职，与控股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董志光、 查振祥、 李晓帆对公司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①龚四新先生
由公司总经理推荐，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核实与审查， 由董事会聘任， 聘任程序符合 《
公司法》
和 《
公司章程》 的规定； ②龚四新先生不存在 《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有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 符合 《
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的规定。
表决结果：８ 票赞成、０ 票弃权、０ 票反对。
（
三）审议关于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周三）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
本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登的《
关于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８ 票赞成、０ 票弃权、０ 票反对。
三、董事会决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议案；
（
二）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
三）关于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０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１
：
：２０１０ — ３３
Ａ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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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
暨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及时、 公平，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意向的议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目前正式审计评估报告
已经出具， 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房地产证也已经取得。 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但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本次置出资产预估值合计 ３０，６４７．３５ 元，评估值合计 ３０，６５６．３３ 万元，两者相差 ８．９８ 万元；置入资产
预估值合计 ３０，２７２．８８ 万元，评估值合计 ３０，４０９．０４ 万元，两者相差 １３６．１６ 万元。 本次资产置换评估报告在
股东大会召开前尚需经市国资局备案。
３、本次置入资产为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和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 其中，深新公
司股权需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再剥离其非市场商品房及部分不良债权后注入。
定 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规定，下述措词在本公告中有以下的意义：
“
本次重组”：指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
“
市国资局”：指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
深物业、本公司”：指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深投控”：指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皇城地产”：指深圳市皇城地产有限公司
“
迎宾馆”：指深圳迎宾馆有限公司
“
深新公司”：指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
评估机构”：指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审计机构”：指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
评估基准日”：指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一、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概述
（
一）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的目的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本公司股改方案获股东大会通过。 此次股改方案除向流通股股东送股外， 控股
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还做出了后续向深物业注入资产等特别承诺， 注入资产特别承诺主要内容
下称 “
建设控股”） 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
下称
如下： 自深投控控制的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 （
“
深投公司”）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 年内， 深投控承诺将启动对深物业的资产注
入工作， 拟以其合法拥有的不低于 ５ 亿元人民币含有土地资源的资产通过置换或者其他合法方式一次或
分批注入深物业， 增加深物业的土地储备并增强其未来盈利能力。 如上述资产注入不能在 １ 年内全部启
动， 深投控将在 １ 年期满后 ３０ 日内按未启动重组资产金额的 ２０％向深物业补偿现金。 深投控在支付上
述补偿金后， 对已启动但未完成的资产注入负有继续履行资产注入的义务， 对尚未启动的资产注入将不
再负有继续履行的义务。 资产注入启动以资产注入方案获得深物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标志。
为落实股改承诺，同时增强本公司土地储备、扩大主业生产能力，发挥整合、协同效应，增强本公司未
来盈利能力，经双方友好磋商，拟进行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
（
二）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资产置换协议书》，本公司拟以本公司及控股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深投控签署了《
公司深圳市皇城地产有限公司所拥有的部分闲置和低效房产与深投控拥有的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及深
投控和深投控全资子公司深圳迎宾馆有限公司共同持有的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进行
置换。 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置出资产的价格为 ３０，６５６．３３ 万元，置入资产的价格为 ３０，４０９．０４ 万元，置出
资产与置入资产产生的差额为 ２４７．２９ 万元，由深投控向公司支付等额的现金。
本次资产置换是为落实股改承诺而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深投控表示将严格遵守股改承诺，对本次重
组未启动部分（
即 ５ 亿元与已启动部分的差额）将按其金额的 ２０％向本公司补偿现金。 本次重组成功实施、
上述现金补偿完毕后，深投控在本公司的股改承诺中关于资产注入的义务即全部履行完毕。
三）关联关系
（
深投控实际控制本公司 ６３．７２％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四）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意向获得公司独立董事查振祥、董志光、李晓帆的事前认可。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六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对上述重大关联交易的意向进行审议表决， 出席
会议的董事共 ９ 人，其中关联董事 ３ 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６ 人，表决结果：６ 票赞
成，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对上述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议表
决，出席会议的董事共 ８ 人，其中关联董事 ２ 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６ 人，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方能实施，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
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
五）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说明
本次置入置出标的资产与深物业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指标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资产净额

置入资产

３３，７２８．４６

２，３５９．３８

３０，４０９．０４

置出资产

３０，６５６．３３

８７．８４

３０，６５６．３３

深物业

２８３，４４１．８０

８４，５３６．７０

６６，２３０．４６

置入资产占深物业的比例

１１．９０％

２．７９％

４５．９１％

置出资产占深物业的比例

１０．８２％

０．１０％

４６．２９％

《
重组办法》的重大重组标准

５０％

５０％

５０％，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

是否达到重大重组标准

否

否

否

注：１、置入资产总额按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评估值和深新公司总资产的评估值合计计算；置入资产
净额按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评估值和深新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合计计算。
２、置出资产总额和净额均按评估值计算。
３、置出资产均为单项资产，其提供的为 ２００９ 年度的模拟收入；置入资产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目前
尚未开发，故无营业收入，表中置入资产营业收入仅为深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营业收入。
综上所述，本次资产置换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本次资产置换的其他参与方基本情况
（
一）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概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投资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

陈洪博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５３５８４８

税务登记号

４４０３００７６７５６６４２１

注册资本

４６００００万元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４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５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经营范围

１、为市属国有企业提供担保；２、对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之外的国有股权进行管
理；３、对所属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改制和资本运作；４、投资；５、市国资委授权的其他
业务。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更名为：深圳市国有资产
关于成立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决定》
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深国资委［
２００４］２２３ 号文《
批准，将原国有独资企业—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市商贸投资控股公司及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合
并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深投控和深物业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４，４８４，４８７．６６

净资产

５，１４８，７７２．５３

项目

２００９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９２５，９０３．６２

利润总额

８３７，８５３．３６

净利润

６７８，１９２．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１８，２３６．０６

（
二）深圳迎宾馆有限公司
深圳迎宾馆有限公司系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依法在深圳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独资有限公司，深
投控持有迎宾馆 １００％的股权。 迎宾馆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５０７３９２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迎宾馆出具了关于参与资产置换相关事项的股东决定， 同意以深新公司 １０％的股权作为置入资产参
与本次资产置换，并全权授权股东深投控进行处理。
（
三）深圳市皇城地产有限公司
深圳市皇城地产有限公司系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６ 日在深圳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皇城地
产现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本公司持有皇城地产 ９５％的股权。 皇城地产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１１６４８８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皇城地产出具了关于参与资产置换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 同意以其所拥有的皇城广
场及皇御苑部分商铺作为置出资产参与本次资产置换，并全权授权本公司进行处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拟置出资产情况
本公司拟置出资产产权清晰， 不存在抵押、 查封情况。 本公司拟置出资产账面原值合计 ２１５，５６３，
３２９．１８ 元，账面净值合计 １７７，８６４，２７４．６３ 元，评估值合计 ３０６，５６３，２７９．００ 元，详见下表：
序
号
一

资产名称

淡水物业城
商铺
二

基准日状态

面积（
平方
米）

账面净值
（
元）

评估值
（
元）

评估增值

６，９２０，５５７．９２

２６，０７９，２５０．００

２７６．８４％

１７０，９４３，７１６．７１

２８０，４８４，０２９．００

６４．０８％

１７７，８６４，２７４．６３

３０６，５６３，２７９．００

７２．３６％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部分空置、少
部分出租

１３，８７５．６０

深圳市皇城地产有限公司
皇城广场及
皇御苑商铺

大部分空置、少
部分出租

合计

２４，６７４．４５
３８，５５０．０５

１、本公司之淡水物业城房产
（
１）基本情况
该房产建筑面积 １３，８７５．６０ 平方米，包括 １ 层整层、２ 层整层，共 ２７６ 间商铺（
其中 ２＃、３＃、４＃ 共 ３ 间为
库房，所占面积为 ７１８．２６ 平方米，其余 ２７３ 间为商铺）。 该房产已用于出租和闲置的房产分别在财务报表上
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科目的房屋及建筑物子目列报，基准日合计账面原值 ８，８１９，７５０．５０ 元、累计折旧
１，８９９，１９２．５８ 元、净值为 ６，９２０，５５７．９２ 元。
（
２）评估情况
构）筑物均为企业开发建设的商业裙楼，因近期周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上述资产的实际现状，房屋建（
边无足够多的类似房地产的交易案例，故无法采用市场比较法，但因其租赁市场较为活跃，故采用收益还
原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
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收益法的计算公式：
V=
其中：
Ｖ：房地产评估价格
Ａ：房地产年纯收益
Ａ＝月租金×１２×（
１－租金损失率）×建筑面积＋保证金利息收入－房产税－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管理费－
维修费－租赁管理费－土地使用费－保险费；
保证金利息参照惠州市租赁管理条例规定租赁保证金不得超过三个月租金， 在此租赁保证金取二个
月租金，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于评估基准日执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２．２５％计取；房产税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按年租金收益乘以 １２％税率计算；土地使用税根据惠州市土地使用税征收
规定的每平方米土地面积 ８ 元计算；营业税及附加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他文件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按合同金额（
租金收入）
定，按租金收入的 ５．５％计算；印花税依照《
的 ０．１％计算；管理费根据评估人员掌握的社会平均水平按年租金收入的 ３％计算；维修费按每平方米建筑
面积 ５ 元计算； 租赁管理费按惠州市房屋租赁管理条例规定和小区的实际上情况租赁管理费按年租金的
２％计算；保险费按不动产财产保险类，按房产原值的 ０．１５％计算。 Ｎ：剩余收益年限。 Ｒ：收益还原率按采用
当地房地产评估行业通过房屋租赁和销售情况提取当前各类型房地产包含的一般企业所得税前平均还原
利率，商业为 ７．５％。
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上述房产评估值为 ２６，０７９，２５０．００ 元。
２、皇城地产之皇城广场及皇御苑商铺
（
１）基本情况
皇城广场裙楼房产总建筑面积 １８，８３８．１４ 平方米，包括皇城广场裙楼 １ 层 ３ 间商铺 １０５１－１０５３ 号（
面
积 ６９４．３１ 平方米）；２ 层 １ 间商铺 ２００８Ｃ 号（
面积 １，３２７．３４ 平方米）；３ 层整层、４ 层整层共 １６４ 间商铺（
面积
１６，８１６．４９ 平方米）。 该房产在财务报表上存货科目的已完工开发产品子目列报，基准日账面原值 １６５，３６７，
５０３．９６ 元、存货跌价准备 ２９，１１８，８９６．８１ 元，净值为 １３６，２４８，６０７．１５ 元。
皇御苑商铺房产总建筑面积 ５，８３６．３１ 平方米，包括皇御苑裙楼 Ａ 区 ２ 层整层商铺（
面积 ２，７０３．０４ 平
方米）；皇御苑 Ｂ 区裙楼 １ 层 ８ 间商铺 １１０３、１１１３、１１１３Ａ、１１１５、１１１６、１１２５、１１２９、１１３３ 号（
面积 １１１．１４ 平
方米）、３ 层整层商铺（
面积 ３，０２２．１３ 平方米）。 该房产已用于出租和闲置的房产分别在财务报表上存货科
目的已完工开发产品子目和投资性房地产科目的房屋及建筑物子目列报，截至基准日，计入存货科目的账
面原值及净值均为 １５，３４６，３４０．１３ 元；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科目的账面原值 ２６，０２９，７３４．５９ 元、累计折旧 ６，
６８０，９６５．１６ 元、净值为 １９，３４８，７６９．４３ 元。
（
２）评估情况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上述资产的实际现状，房屋建（
构）筑物均为企业开发建设的商业裙楼，本次估值
的商业用房分别为商业裙楼的 １－４ 层，经市场调查 １ 层商铺近期有较多的类似房地产成交，故选用市场比
较法进行估值，而 ２－４ 层商铺近期无足够的类似房地产成交，但其租赁市场较为活跃，故选用收益还原法
进行估值。
市场比较法是将待估价房地产与在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 就交易
条件、价格形成的时间、区域因素（
房地产的外部条件）及个别因素（
房地产自身条件）加以比较对照，以已
经发生或将要发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为基础，做必要的修正后，得出待估房地产最可能实现的
合理市场价格。
运用市场比较法按下列基本步骤进行：
①搜集交易实例的有关资料；
②选取有效的可比市场交易实例；
③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④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⑤进行交易日期修正；
⑥进行区域因素修正；
⑦进行个别因素修正；
或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⑧求得比准价格，调整确定被评估建筑物（
收益法是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
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收益法的计算公式：
V=
其中：
Ｖ：房地产评估价格
Ａ：房地产年纯收益
Ａ＝月租金×１２×（
１－租金损失率）×建筑面积＋保证金利息收入－房产税－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管理费－
维修费－租赁管理费－土地使用费－保险费；
保证金利息参照深圳市租赁管理条例规定租赁保证金不得超过三个月租金， 在此租赁保证金取二个
月租金，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于评估基准日执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２．２５％计取；房产税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和《
深圳经济特区房产税实施办法》规定，按房产余值乘以 １．２％税率计算；土地使
用税根据深圳市土地使用税征收规定的每平方米土地面积 ２１ 元计算；营业税及附加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他文件规定，按租金收入的 ５．２％计算；印花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
例》规定，按合同金额（
租金收入）的 ０．１％计算；管理费根据评估人员掌握的社会平均水平按年租金收入的
３％计算；维修费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５ 元计算；租赁管理费按深圳市房屋租赁管理条例规定和小区的实际
上情况租赁管理费按年租金的 ２％计算；保险费按不动产财产保险类，按房产原值的 ０．１５％计算。 Ｎ：剩余收
益年限；Ｒ： 收益还原率按采用深圳市房地产评估行业通过房屋租赁和销售情况提取当前各类型房地产包
含的一般企业所得税前平均还原利率，商业为 ７．５％。
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上述房产评估值为 ２８０，４８４，０２９．００ 元。
上述拟置出资产淡水物业城和皇城地产房产评估值合计为 ３０６，５６３，２７９．００ 元。
（
二）拟置入资产情况
１、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
（
１）基本情况
该地块系深圳南油（
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
原南油集团”）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 ２７ 宗未开发地块之一，
关于研究改制企业土地资产处置问题的会议纪要》（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
３５１ 号）及深圳市
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关于龙华基电子（
深圳）有限公司土地确权问题的复函》（
深国房函［
２００７］７３８ 号）
明确将该地块确权给深投控，并由深投控负责处理该地块涉及的债权债务纠纷问题。
深圳）有限公司（
下称“
海港城公司”）签订的《
债权债
深投控依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与海港城实业发展（
务清偿协议书》，替原南油集团偿还其所欠海港城公司债务本息共计 ９，９６０ 万元；依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二直属管理局签订的 《
增补协议书》， 缴纳月亮湾地块地价款 １３，２５８，
８２７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深投控为获取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号地块共支付人民币 １１２，８５８，８２７．００
元。
该地块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６３，６６１ 平米，容积率小于等于 ３．２，目前已付清全部地价款，房地产证已经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取得，现产权清晰，已具备交易条件。 该地块尚未开发，无地上附着物，目前已基本具
备开发条件，周边新房的市场价格约为 １６，０００ 元－２２，０００ 元／平方米左右。
（
２）评估情况
２００２ 年以来深圳市基准地价是深圳市政府根据土地市场发展， 以政府公报方式定期发布的，２００６ 年
后因土地使用权主要采用“
招拍挂”方式进行出让，同时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需要，政府部门自 ２００６ 年后
未发布更新基准地价，但其作为解决历史遗留和其他特殊用地仍然是现行地价标准。 待估宗地在深圳市发
布的现行较为成熟的基准地价体系覆盖范围内，故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深圳市商品住宅地
产开发交易成熟，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定期发布各类典型工程价格变动信息，故本次也有条件采用假设开发
法进行评估。 故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假设开发法评估。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评估宗地地价时，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
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城镇已公布的同类用途同级或同一区域土地基
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 其基本公式如下：
Ｖ＝Ｖ１ｂ×（
１±∑Ｋｉ） ×Ｋｊ
式中：Ｖ：土地价格
Ｖ１ｂ：某一用途土地在某一土地级上的基准地价
∑Ｋｉ：宗地地价修正系数
Ｋｊ：估价期日、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它修正系数
假设开发法即预测委估对象未来开发完成后的价值，然后减去预测的未来建安成本、税费、利息及利
润等来求取委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于本项目计算公式为：
土地使用权价格＝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值－续建直接成本－专业费、 管理费及不可预见费－投资利
息－销售税费－投资利润－投资者购买待开发房地产应负担的税费－土地增值税
在评估基准日，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号宗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土地使用权价
格为 １１４，１１７，２６４ 元；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土地使用权价格为 ２８８，３１４，１７５ 元。
由于深圳市基准地价公布到评估基准日有四年时间，深圳市土地市场发展较快，地价已有较大幅度上
升。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结果受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修正幅度限制，未能反映一般市场价格。 考虑到基
准地价仍是现行有效价格标准之一，是解决历史遗留用地价格；同时根据土地估价规程，采用了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法评估的，评估结果必须考虑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结果。
假设开发法是从项目建成后房地产市场状况和建造时的投资成本， 倒算出没有市场平均水平之外的
其他税费成本条件下土地使用权价格。 该地价能较为准确、客观地反映现实房地产市场状况下，公开市场
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水平。
综合以上考虑，本次评估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加权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结合评估人员的经验，取
假设开发法结果权重为 ９０％，取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结果权重为 １０％。 经评估计算，该土地评估值为 ２７０，
８９４，４８４．００ 元，按评估值计算的楼面地价为 ４，２５５ 元／平方米。
２、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
（
１）深新公司简介
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系 ２００７ 年行政事业单位划转企业，注册资本 １，３８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
城市及近郊区出租汽车营运和物业管理。 深投控实际控制该司 １００％的股权， 其中深投控直接持有该司
９０％的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迎宾馆持有其 １０％的股权。
公司名称

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北路梅园小区深新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税务登记号

韩振全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９９４９８４
深国税字 ４４０３０１８９２２４６３１２ 号 深地税 ４４０３００７０８５１７００５ 号

注册资本

１３８０万元

经营期限

１９８３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经营范围

城市及近郊出租汽车营运、物业管理

深新公司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９８１．７２

６，８０２．４１

总资产

３、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深投控作为市国资局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辅助平台， 公司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市国资局授权对部分市属
国有企业行使出资人职责；作为深圳市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改革、调整中剥离资产的整合处置平台；
承担对市属国有企业的贷款担保业务；按照市国资局要求进行政策性和策略性投资等。
最近三年，深投控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战略发展目标， 综合运用产权管理、资本运作、战
略投资等经营管理手段，切实推进以转变经营机制为核心的各项改革，把公司发展成为管理规范、运作高
效的具有较强控制力、竞争力的综合型国有控股公司。 经营业务涉及证券、金融、保险、房地产、建筑设计、
产品包装、高新技术投资与服务、交通运输、纺织、公用事业等众多领域。
合并报表口径）
４、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负债

３，９７７．５２

所有者权益

３，００４．２０

３，７５０．２５
３，０５２．１６

项目

２００８年度

２００９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６０．１７

２，３５９．３８

营业利润

４０．９９

１６．２６

净利润

３５．８２

７６．７４

（
２）本次资产剥离情况
深新公司的房产为非市场商品房，产权存在瑕疵，不符合置入上市公司的标准。 本次重组拟对该等房
产进行剥离，同时，对 １９９８ 年以前形成的不良债权也拟进行剥离， 上述剥离工作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进行。
（
３）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转让，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为经济行为实现后企业的
经营管理及考核提供了依据，因此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被评估企业历史年度经营收益较为
稳定，在未来年度其收益与风险可以可靠地估计，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选择收益法进行评估。 综上，本次评估
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测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３１９．５９ 万元， 比收益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 ２，９７２．０９ 万元，高 ３４７．５０ 万元。
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为运输服务行业，该行业受未来的政府对运力和运价调整影响，国家对
汽车行业政策，环保政策，以及受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消费需求影响较大。 公司在未来资本结构设计，
人员整合等方面还具有较多不确定因素。 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
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再者，本次资产评估是确定企业净资产价值，为资产置换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原有
股东及股权结构将发生变化，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能为企业今后的运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选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本次资产置换价值参考依据。 由此得到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３，３１９．５９ 万元。
（
４）深新公司出租车牌照情况
剥离后深新公司的主要资产为 １２０ 台出租车及营运牌照。 深新公司出租车营运牌照获取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 日， 使用年限至 ２０４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 深新公司所涉 １２０ 台出租车已全部与驾驶员签约，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到期的有 ３４ 部，２０１３ 年到期的有 ３２ 部；２０１４ 年到期的有 ２６ 部；２０１５ 年到期的有 ２８ 部。
借款合同》所涉 ２３００ 万
深新公司的 １２０ 张出租车营运牌照除作为 ２００８ 年圳中银司借字第 ６００４８ 号《
元银行贷款的质押担保物外， 未以其他方式融资， 上述营运牌照质押融资的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资产置换标的
置出资产： 本公司所拥有的淡水物业城商铺和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皇城地产有限公司所拥有的皇城广
场及皇御苑部分商铺。
置入资产：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和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
２、资产置换价格
本次资产置换的价格双方同意以评估值为基础并经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的评估结果
确定。 资产置换产生的差额 ２４７．２９ 万元，由深投控向本公司以现金方式补齐。
本次置出资产的定价：
淡水物业城商铺净资产的帐面价值为 ６９２．０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６０７．９３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 ２，６０７．９３
万元，较帐面值溢价 ２７６．８４％；
皇城广场及皇御苑商铺净资产的帐面价值为 １７，０９４．３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８，０４８．４０ 万元，本次交易定
价为 ２８，０４８．４０ 万元，较帐面值溢价 ６４．０８％；
综上，本次置出资产经审计后的帐面价值为 １７，７８６．４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３０，６５６．３３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
为 ３０，６５６．３３ 万元，较帐面值溢价 ７２．３６％。
本次置入资产的定价：
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号地块的帐面价值为 １１，２８５．８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７，０８９．４５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 ２７，
０８９．４５ 万元，较帐面值溢价 １４０．０３％；
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的帐面价值为 ６３４．９５ 万元，评估值为 ３，３１９．５９ 万元元，本次
交易定价 ３，３１９．５９ 万元，较帐面值溢价 ４２２．８１％；
综上，本次置入资产经审计后的帐面价值为 １１，９２０．８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３０，４０９．０４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
为 ３０，４０９．０４ 万元，较帐面值溢价 １５５．０９％。
３、定价依据及主要参考因素：
（
１）参考置入资产、置出资产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未来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
（
２）参考近年来土地和出租车所处的市场环境，相关成交案例及定价情况。
五、本次资产置换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资产置换协议书》，本公司拟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皇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深投控签署了《
地产持有的部分房产与深投控拥有的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地块及深投控和迎宾馆共同持有的深新公司
将房产及不良债权剥离后）进行置换。 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置出资产的价格为 ３０，６５６．３３ 万
１００％股权（
元，置入资产的价格为 ３０，４０９．０４ 万元，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产生的差额为 ２４７．２９ 万元，由深投控向公司
支付等额的现金。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所产生的收益由深物业享有，亏损由深物业承担；置出资产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所产生的收益由深投控享有，亏损由深投控承担。
深新公司 １００％股权注入后，相关人员将由本公司全部接收，并按照《
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的规定，进行妥善安排。
六、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一）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同时还有物业管理、出租汽车营运、酒店餐饮服务、商业
百货、物流仓储、工程监理等业务。 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号地块和深新公司 １００％股权注入本公司后，将增强
公司的土地储备和主业生产能力，不改变本公司的主营业务。
（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本次资产置换有利于公司改善财
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三）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
本次交易前，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 具体如下：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控股股东直接借款
１５００ 万元，该笔贷款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全部归还；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控股股东通过银行向本公司进行委托
贷款 ５０００ 万元，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办理还旧借新；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控股股东通过银行向本公司进行委托贷
款 １．５ 亿元，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办理了还旧借新，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全部归还。 上述偶发性关联交易已经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与深投控的资产置换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通过本次资产置换，将减少本公司与深投控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执行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
员、资产、财务等方面的分开。
七、对本次交易决策程序的说明及独立董事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公司召开的第六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意
向，并由交易双方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审计、评估。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七次
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郭立威、文利依法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
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符合《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查振祥、董志光、李晓帆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本次资产置换交易方案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其相关事宜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对关联议案的表决，在将本次资产置换交易方案相关事宜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时，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将回避对关联议案的表决。 因此，该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
２、本次资产置换交易方案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监管规则。 承担本
次资产置换的评估机构为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与深物业及深投控均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
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
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结果公平公允，能够为
本次资产置换提供价值参考。
３、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加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升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评估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
结果公允。 本次资产置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能进一
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减少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未造成利益输送；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就本次资产置换事项的相关安排，同
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２、公司第六届第十七次监事会决议；
３、独立董事意见；
４、资产置换协议书；
众环专字（
５、置出资产专项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３４５ 号］；
利安达专字［
６、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净资产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第 １４７０
号］；
利安达专字［
７、深圳市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剥离资产的专项审核报告［
２０１０］第 １４７１ 号］；
利安达专字［
８、关于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号地块取得成本的专项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第 １４７２ 号］；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置换项目之深圳市南
９、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物业发展（
山区月亮湾 Ｔ１０２－０２３７ 号土地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第 ６１３ 号］ ；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置换项目之深圳市
１０、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物业发展（
中联评报字［
深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２０１０］第 ６１４ 号］ ；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置换项目之深物业
１１、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物业发展（
置出淡水物业城商铺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第 ６１５ 号］ ；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置换项目之深物业
１２、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物业发展（
置出皇御苑及皇城广场商业裙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第 ６１６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０１１ 股票简称：深物业 Ａ 深物业 Ｂ
编号：２０１０—３４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及时、 公平，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公司董事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安排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周三）下午 ２：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３０—
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５：００。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３９ 楼会议室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征集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
７、提示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二次股东会议提示公告，二次提示公告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８、会议出席对象
（
周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记在册的深物业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采用征集投票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３）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中介机构代表、见证律师等。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暨重大
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征集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五项内容。 公司股东征集投票具体程序见《
或本通知第六项内容。
三、 公司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公司股东具有的权利：公司股东依法享有出席股东大会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
议案进行表决的权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２、公司股东主张权利的期限、条件和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征集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可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网络投票具体
程序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公司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具体程
证券时报》、《
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深圳
序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刊登在《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及本通知第六项内容。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
票、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委托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委托投票重复投票，以委托投票为准；
（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委托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委托投票为准；
（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
５）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互联网投票为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３、公司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
１）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
２）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
３）如本次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方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对未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表决，或虽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但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股东仍然有效。
四、现场股东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手续：
（
１）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４２ 层 Ａ２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２２１１０２０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 － ８２２１０６１０
联系人： 何湧、刘刚
邮编： ５１８０１４
（
信函上请注明“
深物业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３、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工作日（
９：００—１６：００）
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９：００—１１：３０）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１、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９：３０—
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程序。
（
２）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３６００１１； 投票简称：物业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买卖方向为买入；
委托价格”项下填报会议议案序号，１．００ 元代表本议案，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例示如下：
ｂ．在“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１元

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ｃ．在“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股

２股

３股

ｄ．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２、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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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即可
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５：００，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５：００。
３、投票注意事项
（
１）互联网投票时间不受交易时段限制，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５：００ 任
意时间内都可投票。
（
２）通过交易系统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时，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３）投票结果查询，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互联网投票
的，投资者股东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００ 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
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的结果。
六、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方式
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征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１、征集对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５：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２、征集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工作日上午 ９：００ 至下午 １６：００。
３、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征集人无偿自愿征集，并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网站上发布公
告的方式公开进行。
４、征集程序和步骤
请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证券时报》、《
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
深圳市物业发展（
七、其他事项
１、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事项：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
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
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０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１

证券代码

身份证号码：

股票简称： 深物业Ａ 深物业Ｂ 编号：２０１０ — ３５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投票
委托征集函
一、绪言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物业”或“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周
三）召开“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作为
换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
深圳市物业发展（
征集人向全体股东征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权。
１、征集人申明
征集人保证：本投票委托征集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征集人保证：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不进行有偿或者变相有偿征集投票权的活动。 不
存在利用或者变相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征集人承诺：将亲自出席“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股东的具体指示代理行使投票
权。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对委托人情况、委托投票情况、征集投票结果予以保密。
２、重要提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投票委托征集函的内容不负任何责
任，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未发表任何意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
一）公司基本情况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物业发展（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物业 Ａ 深物业 Ｂ
股票代码：０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１
法定代表人：陈玉刚
注册时间：１９９２－０３－３０
注册地点：深圳市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３９、４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３９、４２ 层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１４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１０２０
传真：０７５５－ ８２２１０６１０
互联网地址：ｗｗｗ．ｓｚｗｕｙｅ．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００００１１ｔｏｕｚｉｚｈｅ＠１６３．ｃｏｍ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商品楼宇的建筑、管理，房屋租赁，建设监理，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出租车客运、餐饮业。
（
二）征集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向公司股东征集“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而设立。
本次征集投票权仅为公司召开的“
（
一）二〇一〇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周三）下午 ２：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３９ 楼会议室
（
三）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征集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请详见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
证券时报》、《
大公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
关于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的《
四、征集方案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具体方案如下：
股权登记日，周二）下午交易结束后，
１、征集对象：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２、征集时间：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工作日 ９：００ —１６：００ 。
３、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征集，征集人将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报刊、网站发布
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４、征集程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股权登记日，周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可通过以下程序办理委托手续：
第一步：填写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须按照本投票委托征集函确定的格式逐项填写。
第二步：向征集人委托的联系人提交征集对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本次征集投票权将
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法人股东须提供以下文件：
（
１）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２）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
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须同时提供经公证的法定
３）授权委托书原件（
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
（
４）法人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个人股东须提供以下文件：
（
１）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２）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
３）股东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股东可以先向公司指定传真机发送传真，将上述相关文件发送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确认授权委托。
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可以通过挂号信函方式或者委托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其中，信
函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署回单视为收到；专人送达的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向送达人出具收条视为收到。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联系人、联系电话， 并在显著位置标明“
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
在本次征集投票权截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６：００）之前，董事会办公室收到挂号信函或专人送
达的完备证明文件，则授权委托有效，逾期则授权委托无效；由于投寄差错，造成信函未能于本次征集投票
权截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６：００）之前送达董事会办公室的，则授权委托无效。
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送达的指定地址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４２ 层 Ａ２０３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１４
联系人：何湧、刘刚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１０２０
联系传真：０７５５ – ８２２１０６１０
五、授权委托的规则
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将由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见证律师进行形式见证。
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１、股东的授权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为有效：
（
１）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以信函、专人送达的方式在本次征集投票权截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６：００）之前送达指定地址。
（
第四部分 征集方案”中第二步所列示的文件要求。
２）股东提交的文件完备，符合本征集函“
（
３）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载的信息一致。
（
４）授权委托书内容明确，股东未将表决事项的投票权同时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人。
２、其他
（
１）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如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现场会议，或者在征集投票权截止
时间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授权委托并送达上述指定地址的，则已作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撤回
原授权委托的文件应得到公证部门的公证或律师见证方为有效。
（
２）股东重复委托且授权内容不同的，以委托人最后一次签署的并在征集投票权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委托为有效。 不能判断委托人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委托为有效。
（
３）授权委托书由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由股东
本人或者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
赞成”、“
反对”、“
弃权”中选其
４）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
一项，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视为授权委托股东对该项征集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六、备查文件
载有经公司董事会盖章的投票委托征集函正本。
七、签字
征集人已经采取了审慎合理的措施，对征集函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了详细审查，征集函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征集人：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注：本表复印有效）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征集投票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人声明： 本公司／本人作为授权委托人确认， 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公司董事
会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 《
深圳市物业发展 （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
行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投票委托征集函》 全文、 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及
其他相关文件， 对本次征集投票行为的原则、 目的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
本公司／本人有权随时按照本投票委托征集函确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本次征集投票表决权征
集人的授权委托， 或对本授权委托书进行修改。 本公司／本人可以亲自或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 但除非授
权委托已被撤销， 否则对征集事项无投票权。 若股东会议的召开时间或地点变更， 本授权委托书仍然有
效。
本公司／本人作为委托人，兹授权委托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代表本公司／本人出
席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的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本授权委托书下列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审议事项的投票意见：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
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注：授权委托股东应决定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三者中只能
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授权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资格证号：
授权委托人股东帐号：
授权委托人持股数量：
授权委托人地址：
授权委托人联系电话：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
注：个人股东由授权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同时有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授权委托签署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日
：０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１
：
：２０１０ — ３６
Ａ、
Ｂ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深物业 深物业 编号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公司 ３９ 楼
召开，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落实股改承诺进行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董
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通过该项交易公司将大大改善资产质
量，进一步提升未来盈利能力。
该项关联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５ 票赞成，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