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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度薪酬方案

（1）本方案适用对象：任期内公司董事

（2）本方案适用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3）2019年度董事薪酬标准及发放办法

1）独立董事薪酬

独立董事薪酬采用津贴制，独立董事2019年度津贴标准为20万元（含税）/年，按月平均发放。

2）内部董事薪酬

内部董事包括公司董事长及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2019年度， 公司将根据内部董事在公司担任

的具体管理职务，在其2018年度薪酬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经营情况、相关薪酬制度以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对内部董事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内部董事的职务薪酬。

3）外部董事薪酬

外部董事具体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不包括董事长）外的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外部董事2019

年度不从公司领取薪酬。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薪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相关薪酬制度以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绩效考核结果，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2018年度的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2018年度从公司领取的薪酬（税

前）

吴向东 联席董事长、首席执行官（CEO）暨总裁 在职 0

孟 惊 董事、联席总裁 在职 722.76

赵鸿靖 董事、副总裁 在职 589.99

俞 建 联席总裁 在职 0

张书峰 副总裁 在职 511.06

袁 刚 副总裁 在职 454.86

陈怀洲 副总裁 在职 577.69

吴中兵 副总裁、财务总监 在职 523.92

林成红 董事会秘书 在职 191.06

注：吴向东先生分别于2019年3月18日、2019年2月19日起担任公司联席董事长、首席执行官（CEO）暨

总裁，2018年度未从公司领取薪酬； 俞建先生于2018年12月4日起担任公司联席总裁，2018年度未从公司领

取薪酬。

2、2019年度薪酬方案

（1）本方案适用对象：任期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本方案适用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3）2019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及发放办法

2019年度，公司将在2018年度薪酬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经营情况、相关薪酬制度以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9-079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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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在佳程广场A座7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参与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常冬娟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监事会成员经审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后，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五)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

(六)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9-075号公告。

(七)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9-076号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是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

的调整。执行新会计政策和采用新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临2019-077号公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存坏账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坏账准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临2019-078号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

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临2019-078号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现将监

事2018年度薪酬情况及2019年度薪酬方案提交公司监事会审议，具体如下：

1.2018年度薪酬情况

2018年度，公司监事均为内部监事，即除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外，还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监事2018

年度的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从公司领取的薪酬

（税前）

常冬娟 监事会主席 在职 366.18

张 燚 监事 在职 82.22

郑彦丽 职工监事 在职 134.65

2.2019年度薪酬方案

（1）本方案适用对象：任期内公司监事

（2）本方案适用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3）2019年度监事薪酬标准及发放办法

2019年度，公司将根据监事在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在其2018年度薪酬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经营情

况、相关薪酬制度，确定监事的具体职务薪酬。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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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 或“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9号）文核准，由联席主承销

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09,

187,27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22.64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99,999,996.56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扣

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93,740,809.32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月18日全部到位。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华夏幸福基

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6）第103002号）。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699,999.99

减：支付的发行费用 10,625.92

募集资金净额 689,374.08

减：以前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77,621.99

减：本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220,659.53

减：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87,485.35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185,745.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3,549.93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1,412.1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于2013年9月制订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并于2016年11月进行了修订。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开立了三个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同时公

司下属子公司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就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设有专用账户。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该等协议的履行也不存在问题。截至报告期末，协议各

方均按照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初始金额

（万元）

账户余额

（万元）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廊坊广阳道支

行

101312422286 300,000.00 19,368.65

工商银行廊坊朝阳支行 0410001619300096268 250,000.00 1,977.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廊坊住房城建支行

13001702208050508285 142,533.33 9.31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廊坊香河支行 101679439824 - -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廊坊广阳道支

行

100759080778 - -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廊坊固安支行 100405452596 - -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廊坊广阳道支

行

100438686616 - -

大厂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大厂大安街支

行

101699075247 - -

大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大厂大安街支

行

101879073416 - 0.10

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廊坊广阳道支

行

100932095304 - 0.03

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大厂大安街支

行

100799073650 - 0.10

嘉兴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2451 - 39.55

来安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2052 - 1.28

湖州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2176 - 2.34

秦皇岛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1824 - 0.19

武陟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1948 - 0.44

舒城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1797 - 0.53

嘉兴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2575 - 4.24

嘉兴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2602 - 3.85

嘉兴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2850 - 1.48

嘉兴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行廊坊朝阳支行营业

室

0410001629300142726 - 2.74

合计 692,533.33 21,412.15

注：账户初始金额中含部分发行费。本报告中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的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

舍五入造成。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1月3日，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

期项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安雀翎公馆项目、固安孔雀城英国宫2.7期项目和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

项目变更为嘉善孔雀城7-9期项目、来安孔雀城1期项目、南浔孔雀城水墨盛景项目、北戴河孔雀城幸福社区

1期项目、武陟孔雀城1.2期项目、舒城孔雀城1.1期项目、嘉善孔雀城翰邻悦府项目、嘉善孔雀城翰峰悦府项

目、嘉善孔雀城翰秀悦府项目、嘉善孔雀城半岛悦府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募集资金，且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华夏幸福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

华夏幸福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华夏幸福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此外，华夏幸福2018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公

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适当调整， 拟投资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一致，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

况的核查意见》；

（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0,6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99,19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5,7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7.03%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颐景园

项目

否 45,000 45,000 - 6,862.30

42,

035.17

-

93.4

1

- -

暂未达

到

否

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雅宸园

项目

否 40,000 40,000 - 4,200.20

35,

889.94

-

89.7

2

-

2,

141.92

是 否

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雅琴园

项目

否 40,000 40,000 - 3,781.58

36,

844.74

-

92.1

1

-

1,

733.16

是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50,000 50,000 - -

50,

000.00

- 100 - - - 否

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期项

目

是

180,

000

28,924 - -

28,

923.80

- 100 - -

暂未达

到

是

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 是 99,374 15,644 - -

15,

643.92

- 100 - -

暂未达

到

是

固安雀翎公馆项目 是 95,000 39,759 - -

39,

758.89

- 100 - - 是 是

固安孔雀城英国宫2.7期项

目

是 60,000 17,310 - -

17,

309.77

- 100 - -

暂未达

到

是

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

目

是 80,000 13,545 - -

13,

545.19

- 100 -

8,

180.59

暂未达

到

是

嘉善孔雀城7-9期项目 是 - 71,753 -

37,

388.36

37,

388.36

-

52.1

1

- -

暂未达

到

否

来安孔雀城1期项目 是 - 47,179 -

28,

497.67

28,

497.67

-

60.4

0

- -

暂未达

到

否

南浔孔雀城水墨盛景项目 是 - 45,002 -

30,

803.78

30,

803.78

-

68.4

5

- -

暂未达

到

否

北戴河孔雀城幸福社区1

期项目

是 - 37,406 -

12,

879.80

12,

879.80

-

34.4

3

- -

暂未达

到

否

武陟孔雀城1.2期项目 是 - 37,104 -

14,

755.33

14,

755.33

-

39.7

7

- -

暂未达

到

否

舒城孔雀城1.1期项目 是 - 37,044 -

15,

089.52

15,

089.52

-

40.7

3

- -

暂未达

到

否

嘉善孔雀城翰邻悦府项目 是 - 33,116 -

20,

439.83

20,

439.83

-

61.7

2

- -

暂未达

到

否

嘉善孔雀城翰峰悦府项目 是 - 32,425 -

15,

991.28

15,

991.28

-

49.3

2

- -

暂未达

到

否

嘉善孔雀城翰秀悦府项目 是 - 29,708 -

12,

120.05

12,

120.05

-

40.8

0

- -

暂未达

到

否

嘉善孔雀城半岛悦府项目 是 - 28,455 -

17,

849.81

17,

849.81

-

62.7

3

- -

暂未达

到

否

合计

689,

374

689,

374

-

220,

659.53

485,

766.88

- - -

12,

055.6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期项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安雀翎公馆项目、固安孔

雀城英国宫2.7期项目和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目因区域内规划、施工等政策

变化的影响，导致项目进展缓慢、执行时间延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期项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安雀翎公馆项目、固安孔

雀城英国宫2.7期项目和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目因区域内规划、施工等政策

变化的影响，导致项目进展缓慢、执行时间延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自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3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87,485.35万元。2016年4月18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华夏幸

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鉴证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2016）第

103016号）。公司于2016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自筹

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7,485.35万元。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

董事针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350,000.00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无异议。公司已于2017年3月27日将上述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

事针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28亿元闲置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无异议。公司已于2018年1月3日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28亿元闲置的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保

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无异议。截至2018年12月19日，公司已将

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9亿元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无异议。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1,412.15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金额为185,745万元，因此，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结余募集资金金额为207,157.15

万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3,549.93万元）。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尚未建设完毕，上述资金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续建设使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并于2018年1月3日召

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同意将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期项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安雀翎公馆

项目、固安孔雀城英国宫2.7期项目和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目变更为嘉善孔

雀城7-9期项目、来安孔雀城1期项目、南浔孔雀城水墨盛景项目、北戴河孔雀城幸

福社区1期项目、武陟孔雀城1.2期项目、舒城孔雀城1.1期项目、嘉善孔雀城翰邻悦

府项目、嘉善孔雀城翰峰悦府项目、嘉善孔雀城翰秀悦府项目、嘉善孔雀城半岛悦

府项目。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涉及募集资金金额总计399,192万元。

注：1、本表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10,626万元后的金额；

2、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固安雀翎公馆项目已实现收益17,317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15,159万元；

3、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雅宸园项目已实现收益17,440.89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9,331

万元；

4、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大厂潮白河孔雀城雅琴园项目已实现收益13,286.85万元，超过预计收益的9,145

万元。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截至

期末

计划

累计

投资

金额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投资进

度（%）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嘉善孔雀城7-9期项目

固安孔雀湖瞰湖苑

项目

71,753 - 37,388.36 37,388.36 52.11 - -

暂未达

到

否

来安孔雀城1期项目

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

期项目

大厂潮白河邵

府新民居项目

47,179 - 28,497.67 28,497.67 60.40 - -

暂未达

到

否

南浔孔雀城水墨盛景

项目

45,002 - 30,803.78 30,803.78 68.45 - -

暂未达

到

否

北戴河孔雀城幸福社

区1期项目

37,406 - 12,879.80 12,879.80 34.43 - -

暂未达

到

否

武陟孔雀城1.2期项目 37,104 - 14,755.33 14,755.33 39.77 - -

暂未达

到

否

舒城孔雀城1.1期项目 37,044 - 15,089.52 15,089.52 40.73 - -

暂未达

到

否

嘉善孔雀城翰邻悦府

项目

固安雀翎公馆项目

固安孔雀城英

国宫2.7期项目

33,116 - 20,439.83 20,439.83 61.72 - -

暂未达

到

否

嘉善孔雀城翰峰悦府

项目

32,425 - 15,991.28 15,991.28 49.32 - -

暂未达

到

否

嘉善孔雀城翰秀悦府

项目

29,708 - 12,120.05 12,120.05 40.80 - -

暂未达

到

否

嘉善孔雀城半岛悦府

项目

固安孔雀湖瞰湖苑

项目

固安孔雀城剑

桥郡7期项目

大厂潮白河邵

府新民居项目

固安雀翎公馆

项目

固安孔雀城英

国宫2.7期项目

28,455 - 17,849.81 17,849.81 62.73 - -

暂未达

到

否

合计 - 399,192 -

205,

815.44

205,

815.44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期项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安雀翎公馆项目、固安孔

雀城英国宫2.7期项目和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目因区域内规划、施工等政策

变化的影响，导致项目进展缓慢、执行时间延后。为保证募集资金的投资回报，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同意将固安孔雀城剑桥郡7期项目、固安孔雀湖瞰湖苑项目、固安雀翎

公馆项目、固安孔雀城英国宫2.7期项目和大厂潮白河邵府新民居项目变更为嘉

善孔雀城7-9期项目、来安孔雀城1期项目、南浔孔雀城水墨盛景项目、北戴河孔

雀城幸福社区1期项目、武陟孔雀城1.2期项目、舒城孔雀城1.1期项目、嘉善孔雀

城翰邻悦府项目、嘉善孔雀城翰峰悦府项目、嘉善孔雀城翰秀悦府项目、嘉善孔

雀城半岛悦府项目。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涉及募集资金金额总计399,192万元。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此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6日披露了《华夏幸福

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358）。

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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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9）第111062号审计报

告，公司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079,478,272.38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407,947,827.24元，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4,884,789,681.10元，扣除2018年发放的2017年度现金分红和其他变动3,211,007,593.67元，本年度实际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345,312,532.57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

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以及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提交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的2018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9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3,002,591,709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3,603,110,050.80元。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补充发展所需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2018年度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

引》中鼓励的30%比例的规定。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项预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董事会提出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华夏幸

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能够保障全体股东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利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将其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华夏幸福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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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往各期及当期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累计增加投资性房地产55,236,411.01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13,809,102.75

元，增加未分配利润41,427,308.26元；2017年度，减少营业成本65,615,996.48元，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2,

735,556.79元，增加所得税费用19,587,888.32元，增加净利润58,763,664.95元。

2、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累计增加投资性房地产266,664,788.09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66,666,197.02

元，增加其他综合收益46,025,669.49元，增加未分配利润153,972,921.58元；2018年度，减少营业成本49,332,

081.02元，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00,728,736.74元，增加所得税费用37,515,204.44元，增加净利润112,545,

613.32元。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减少应收账款632,749,062.15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资产158,187,265.54元，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632,749,062.15元，减少所得税费用158,187,265.54元，减少净利润474,561,796,61元。

一、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15号文”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修订后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编制财务报表。

2019年1月18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

以下简称“财会[2019]1号文” ），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企业集团适用修订后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随着公司的发展及投资性物业所在区域的发展，公司投资性物业规模及价值越来越大。公司原采

用成本法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已不能真实反映物业的价值，且目前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已有

相对活跃的房地产租赁和交易市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为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

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

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投资性房地产

的后续计量方法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2、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 ，减少金融资产类别，提高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

理的一致性；

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

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在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完善。

（2）投资性房地产

公司拟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

进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公司聘请了广州第一太平戴维斯房地产与土地评估有

限公司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第一太平（2019）京评字第0203至0216号共14份评估报

告。公司以评估报告确定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依据。

3、变更日期

（1）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照规定日期执行财会[2018]15号文和财会[2019]1

号文。

（2）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

公司自2018年10月1日起执行变更后的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方法。

4、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1）金融工具

公司采用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投资性房地产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按照取得时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与该资产

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成本能可靠地计量，则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其他后续支出，在发生时计

入当期损益。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有关规定，按期计提折旧或摊销。

5、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1）金融工具

公司按照财政部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执行。

（2）投资性房地产

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

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同

时考虑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

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

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

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

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项投

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计入当期损

益，同时结转投资性房地产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原转换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也一并结转。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概述

1、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公司产业新城业务产生的应收款项，主要客户为地方政府，公司结合历史经验及行业性质，出于谨慎性

原则，按账龄分析法对该类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2、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 公司对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分两类进行坏账计提。其

中，组合一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组合二不计提坏账准备。不同组合的确认依据如下：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一

本组合为除组合二及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之外的应收款项，本公司结合历史经验，按账龄分析法对本组合

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二

本组合按债务单位的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主要为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应

收本公司关联方、政府部门及合作方、保证金、定金等类别的款项），此类款项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极小。

随着公司经营情况变化，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经董事会决议，公司将组合二中产业新城业务产生的应

收账款划分为组合三，由不计提坏账准备变更为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具体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0

1－3年 5

3－4年 10

4－5年 30

5年以上 50

3、会计估计变更的日期

公司自2018年10月1日起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三）决策程序

2019年4月19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原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相应变更。

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变动对公司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

2、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一一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需要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对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年1月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23,115,142.26 55,236,411.01 266,664,788.09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78,785.57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809,102.75 66,666,197.02

其他综合收益 46,025,669.49

未分配利润 -17,336,356.69 41,427,308.26 153,972,921.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7,336,356.69 41,427,308.26 199,998,591.07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营业成本 -65,615,996.48 -49,332,081.0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735,556.79 100,728,736.74

所得税费用 19,587,888.32 37,515,204.44

净利润 58,763,664.95 112,545,613.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763,664.95 112,545,613.32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

产业新城业务产生的应收结算款由不计提坏账准备，变更后按照信用风险特征计提坏账准备，减少应

收账款632,749,062.15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资产158,187,265.54元，增加资产减值损失632,749,062.15元，减少所

得税费用158,187,265.54元，减少净利润474,561,796,61元。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基于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以及依据公司

业务发展实际情况拟进行的合理变更。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相比成本法计量模式更能够真

实反映动态反映其公允价值，因此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是基于对公司应收账款可回收性风险

更加审慎评估而进行的。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的真实性与谨慎性原则，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是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

的调整。执行新会计政策和采用新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更谨慎的会计信息。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变更情况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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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计提坏账准备，将影响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1,426,215,851.25元，影响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

1,069,661,888.44元。

●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将影响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1,012,725,967.52元，影响公司2018年度净

利润759,544,475.64元。

一、计提坏账准备

为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变更后的会计估计，公

司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进行了减值测试，对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

应收款计提了坏账准备。2018年度，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678,974,264.12元，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

准备747,241,587.13元，共计计提坏账准备1,426,215,851.25元。具体情况如下：

1、应收账款

类 别

2018年度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元）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678,974,264.12

其中：组合一 46,225,201.97

组合二 -

组合三 632,749,062.15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合 计 678,974,264.12

2、其他应收款

类 别

2018年度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元）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747,241,587.13

其中：组合一 747,241,587.13

组合二 -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

合 计 747,241,587.13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为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

值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公司综合考虑部分项目所在城市的房价、地价持续调整等因素，基于审慎的财务策

略，按照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的差额，对存在风险的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依据2018年12月31日单

个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的差额计算， 公司2018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12,725,967.52元，其

中，对开发成本计提存货跌价准备987,869,862.50元，对完工开发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4,856,105.02元。上

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项目主要位于廊坊市、香河县、嘉善县等区域。

三、审议程序

2019年4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与《关于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四、本次计提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坏账准备，将影响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1,426,215,851.25元，影响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1,

069,661,888.44元。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将影响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1,012,725,967.52元，影响公司

2018年度净利润759,544,475.64元。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存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坏账准备与存

货跌价准备。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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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5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5月21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18号北广电子集团南楼3层华夏幸福大学正直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5月21日

至2019年5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

4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

5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 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董事2018年度薪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时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8、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40 华夏幸福 2019/5/1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时间：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 上午9:00一11:30、下午14:00一16:30。

(二)登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7层。

(三)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

卡。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能证明法人

股东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

书。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2019年5月15日下午16：

30）。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7层

联 系 人：林成红

电 话：010-56982988

传 真：010-56982989

邮 编：100027

（二）其他：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4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5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公司董事2018年度薪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关于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酬情况和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 �编号：临2019-080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3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2019年1-3月签约销售情况

业务情况 数额

比上年

同期增长

销售额

（亿元RMB）

产业园区结算收入额 63.60 -30.65%

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额 233.24 -33.82%

其他业务（物业及酒店等） 8.50 23.73%

合 计 305.34 -32.30%

销售面积(万平米） 305.72 -11.42%

备注：自2016年二季度实施“营改增” 起，公司将上述产业园区结算收入额统计口径调整为含增值税销

项税额。销售面积指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面积。

二、公司2019年1-3月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

区域

计划总投资

(万元）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3月销售面积(万平方

米)

1-3月结算面积(万平方

米)

1、京津冀 29,448,430.65 4,645.29 97.31 0.10

固安 8,176,132.75 1,333.04 11.15 0.02

廊坊 4,222,766.27 879.26 1.61 0.06

怀来 2,553,651.52 412.85 48.32 -

大厂 4,876,247.14 732.23 8.85 -

香河 3,510,925.65 446.62 8.99 -

其他区域（霸州、涿州、永清、文安等） 6,108,707.32 841.29 18.39 0.02

2、环南京（来安、无锡、和县、溧水等） 3,276,397.15 504.13 54.38 0.03

3、环杭州（嘉善、南浔等） 3,521,816.30 466.55 16.91 26.53

4、环郑州（武陟等） 2,173,939.45 460.75 114.62 -

5、环合肥（舒城等） 506,306.97 109.67 3.10 -

6、环武汉（嘉鱼等） 815,389.12 182.20 9.14 -

7、环广州（江门等） 194,373.29 22.14 1.30 -

8、沈阳 843,928.00 169.07 5.98 0.18

9、国际 581,777.98 97.53 2.98 -

合计 41,362,358.91 6,657.33 305.72 26.84

备注：京津冀其他区域主要包括霸州、涿州、永清、文安、北戴河、任丘、邯郸、天津、北京等，环南京区域

主要包括来安、无锡、和县、溧水等，环杭州区域主要包括嘉善、南浔等，环郑州区域主要包括武陟等，环合肥

区域主要包括舒城等，环武汉区域主要包括嘉鱼等，环广州区域主要包括江门等。

三、公司2019年1-3月房屋出租情况

种类（住宅配

套/独立商业/

公寓/其他）

产权主体

可供出租面积(平

方米)

已出租面积(平方

米)

出租率

2019年已收

房租（万元）

住宅配套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432.68 92,048.18 91.65% 645.12

住宅配套 廊坊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373.57 6,167.63 65.80% 127.26

住宅配套 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852.66 16,554.11 83.38% 300.91

住宅配套 大厂回族自治县鼎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4,790.67 4,084.38 85.26% 25.57

住宅配套 大厂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955.41 16,622.71 92.58% 236.39

住宅配套 大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6.70 5,071.93 84.44% 53.41

住宅配套 固安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879.22 13,959.95 93.82% 219.87

住宅配套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719.26 52,314.48 93.89% 357.73

独立商业 固安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606.31 26,606.31 100.00% 272.19

住宅配套 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633.41 17,633.41 100.00% 1.75

住宅配套 怀来鼎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7,800.00 9,600.00 25.40% 0.00

住宅配套 无锡鼎鸿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6,498.55 19,755.35 74.55% 79.95

住宅配套 无锡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70.72 787.45 14.39% 0.00

住宅配套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6,329.08 7,982.00 48.88% 59.96

住宅配套 北京丰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822.45 13,182.06 88.93% 62.97

住宅配套 廊坊市云天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07.00 2,465.46 22.40% 23.02

住宅配套 廊坊市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761.77 8,533.24 37.49% 145.35

独立商业 华夏幸福（大厂）文化影视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1,388.00 1,041.71 75.05% 3.41

住宅配套 嘉兴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4,730.70 86,797.87 82.88% 335.40

住宅配套 香河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8,494.80 61,797.66 90.22% 127.13

住宅配套 南京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379.00 5,105.06 22.81% 45.16

住宅配套 香河胜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3.12 283.12 100.00% 2.55

总计 605,215.08 468,394.07 3,125.10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

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2019年 4 月 20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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