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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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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6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9年4月25日15:00至2019年4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

宁夏灵武市纺织生态园本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申晨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899,619,0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83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75,940,4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52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代表股份23,678,6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11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代表股份23,678,6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1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代表股份23,678,6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118％。

2、公司高管及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刘宁律师

为本次股东大会做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议案1.00�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关于补选戴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91,642,473股

1.02.候选人：关于补选李向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92,061,07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关于补选戴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5,702,029股

1.02.候选人：关于补选李向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120,626股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关于补选张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892,121,97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关于补选张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16,181,526股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刘庆国、刘宁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2019年 4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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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附属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共计

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66,326,366.26元。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收款企业名称 补助项目

提供政府补助的

单位名称

收到金额 性质

到账

日期

入账

科目

补助依据

（如适用）

1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基因组大数据挖掘

的发酵药物及其衍生物

研发平台建设

清远市科学技术局

3,000,000.00

与资产

相关

2019 -

3-19

递 延

收益

清 科 函

﹝

2019

﹞

6

号

小计

3,000,000.00 - - - -

2

珠海市丽珠基因检

测科技有限公司

就业补贴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所

9,159.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1-30

其 他

收益

不适用

3

丽珠集团（宁夏）制

药有限公司

2018

年商务发展促进和

外贸发展专项资金

石嘴山市商务和经济技

术合作局

296,0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1-17

其 他

收益

石商函（

2018

）

44

号

4

丽珠集团（宁夏）制

药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季度外贸企

业陆运输补贴资金

平罗县商务和经济技术

合作局

75,8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1-30

其 他

收益

平 商 务 发

（

2019

）

8

号

5

丽珠集团（宁夏）制

药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二季度外贸

企业内陆运输补贴资金

平罗县商务和经济技术

合作局

39,5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1-30

其 他

收益

平 商 务 发

（

2019

）

9

号

6

丽珠集团（宁夏）制

药有限公司

2016

年部分大气污染防

治项目资金 （淘汰燃煤

锅炉补助）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

护厅

560,0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2-27

营 业

外 收

入

宁环 规 财 发

（

2018

）

42

号

7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市

2018

年省级促进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促

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

清远市财政局

184,758.06

与收益

相关

2019 -

2-26

其 他

收益

清 财 外

﹝

2018

﹞

53

号

8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兽用原料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清远市科学技术局

500,0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19

其 他

收益

清 科 函

﹝

2019

﹞

6

号

9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类

原料药阿卡波糖生产车

间工艺升级技术改造项

目 事后奖补

清远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479,863.99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12

其 他

收益

清 经 信

﹝

2018

﹞

555

号

10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广东省博士工作

站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500,0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26

其 他

收益

不适用

11

古田福兴医药有限

公司

卡那

GMP

生产线改造项

目补助款

古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700,0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1-25

其 他

收益

古工信（

2019

）

13

号

12

丽珠集团福州福兴

医药有限公司

2017

扩大出口规模奖励

基金

福州市晋安区财政局

457,8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2-22

其 他

收益

不适用

13

丽珠集团福州福兴

医药有限公司

收

2018

第三季度出口信

保及保单融资补贴

福清市财政局

117,262.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21

其 他

收益

不适用

14

丽珠集团福州福兴

医药有限公司

稳岗补贴

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中

心失业保险基金

93,129.16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26

其 他

收益

不适用

15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收到珠海市金湾区红旗

镇投资管理服务中心拨

来财政扶持资金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投

资管理服务中心

7,574,0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2-27

营 业

外 收

入

不适用

16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收到珠海市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中心拨来款项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中心

20,086.88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27

营 业

外 收

入

不适用

17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收到珠海市金湾区红旗

镇投资管理服务中心拨

来企业扶持资金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投

资管理服务中心

11,361,0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11

营 业

外 收

入

不适用

1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收到珠海市金湾区红旗

镇投资管理服务中心拨

来企业扶持资金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投

资管理服务中心

22,397,104.9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11

营 业

外 收

入

不适用

1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收到珠海市金湾区红旗

镇投资管理服务中心拨

来企业扶持资金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投

资管理服务中心

14,931,403.27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15

营 业

外 收

入

不适用

2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收到珠海市金湾区财政

局拨来实体经济扶持资

金

珠海市金湾区财政局

1,000,000.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3-29

营 业

外 收

入

不适用

2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收到珠海市金湾区红旗

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服务所拨来就业补贴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所

29,499.00

与收益

相关

2019 -

1-31

其 他

收益

不适用

小计

63,326,366.26 - - - -

合计

66,326,366.26 - - - -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确认和计量上述事项，上述公司及附属公

司共计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为66,326,366.26元，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3,000,000.00元，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63,326,366.26元，具体金额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坚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金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莉芬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111,288,144.60 6,954,318,268.58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573,346,118.24 5,470,541,582.71 1.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9,850,956.76 -94,778,119.13 258.1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0.32 -0.20 26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173,055,331.49 153,692,182.57 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2,804,535.53 84,500,735.83 2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028,557.22 51,348,804.70 9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86 1.64

增加

0.2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2 0.18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2 0.18 22.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85 1.00

增加

0.85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 -

债务重组损益

- -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4,637.74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所得税影响额

-258,659.43 -

合计

775,978.31 -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69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114,612,036 24.55 46,278,987

质押

114,578,987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63,738,118 13.65 51,311,069

质押

63,371,069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

33,976,099 7.28 27,488,086

质押

33,938,086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慈益商贸有限公司

5,130,400 1.1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和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4,534,000 0.97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东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

4,492,000 0.96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新和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98,500 0.94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黄浪涛

3,235,000 0.69 0

未知 境外自然人

吴建乐

2,250,000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华进朋

1,716,900 0.3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68,333,049

人民币普通股

68,333,049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12,427,049

人民币普通股

12,427,049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

6,488,013

人民币普通股

6,488,013

深圳市慈益商贸有限公司

5,130,400

人民币普通股

5,130,400

兴宁市和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4,5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34,000

广东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

4,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92,000

兴宁市新和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4,398,500

黄浪涛

3,2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5,000

吴建乐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华进朋

1,71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福投资

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

、深圳市金信安投

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例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0,158,799.10 114,943,118.74 -38.96

其中：应收账款

17,190,409.62 68,464,759.96 -74.89

预付款项

25,861.60 2,070,266.82 -98.75

其他应收款

33,974,081.46 24,806,944.73 36.95

其中：应收利息

33,274,363.00 24,385,613.00 36.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838,510,500.00 12,800,000.00 14,263.3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970,477,682.73 -1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70,477,682.73 -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4,360,000.00 2,408,570,500.00 -69.51

应付职工薪酬

651,758.66 996,904.63 -34.6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38.9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收回贸易业务货

款及2017年度拍卖土地收入中属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的收入扣除的“相关基金及税

费”款项中属于兴宁市本级收入的部分所致。

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74.8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收回贸易业务货款及2017年

度拍卖土地收入中属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的收入扣除的“相关基金及税费” 款项中

属于兴宁市本级收入的部分所致。

预付款项较上年度期末减少98.7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照贸易合同约定收到贸易货物冲减预

付采购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较上年度期末增加36.9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计提的共同合作利润增加

所致。

应收利息较上年度期末增加36.4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计提的共同合作利润增加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加14,263.3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将一年内到期的其

他非流动资产转入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减少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转至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较上年度期末增加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转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减少69.5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将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资产

转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度期末减少34.6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发放上年度末计提的职工薪酬所

致。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营业收入

173,055,331.49 153,692,182.57 12.60

营业成本

16,833,752.52 21,795,212.04 -22.76

管理费用

3,538,548.08 2,654,441.12 33.31

利息收入

20,812.97 638,297.08 -96.74

资产减值损失

-477,115.72 -9,450.00 -4,948.84

投资收益

- 118,687.01 -100.00

营业外收入

1,034,637.74 - 100.00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3.3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及中介机构费用增加所

致。

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6.7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4,948.8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回应收款项冲回计提的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进行现金管理取得收益，而本报告期未有

该项业务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的违约金增加所致。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850,956.76 -94,778,119.13 258.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748,826.70 263,482,640.75 -157.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806.34 -47,522,666.21 9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58.1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共同合作利

润款项增加及支付的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款项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57.59%，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之子公司现金管理

业务收回到期理财投资资金,�而本报告期未有该项业务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99.7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向金融机

构归还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事项

2014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兴宁市南部新

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投资暨签订〈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

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的议案》。 2014年11月20日，公司与兴宁市人民政府、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

心（以下合称“政府方” ）、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8月4日更名为“广东旺朋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恩平二建” 或“旺朋集团” ）签订《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

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等，该等协议的签订业经兴宁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28次会议审议通过。

（1）土地一级开发的业务模式

兴宁市人民政府、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以下合称“政府方” ）指定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与公司、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平二建” ）共同成立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政府方授权项目公司作为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

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南部新城项目” ）的唯一开发主体。项目公司开发取得的收益按股权比例分别向

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进行分配。

项目公司的主要义务：

1）为南部新城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提供资金；

2）完成南部新城项目的土地平整、道路管网、安置房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工作并提供资金，建成后归政

府方所有；

3）项目公司为上述（1）和（2）提供的资金不超过75.379亿元。

政府方的主要义务：

1）完成南部新城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

2）南部新城项目直接成本超过75.379亿元后，由政府方筹集和提供相关资金；

3） 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南部新城项目范围内不少于6,000亩的商住用地且每亩出让价格不低于191万

元/亩，并将相关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基金和税费后支付给项目公司；

4）向项目公司支付贷款利息专项资金和亏损弥补专项资金；

5）根据公司和恩平二建缴纳的项目公司注册资金，按照7.36%的年利率，每月向公司和恩平二建支付投

资弥补专项资金。

（2）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的进展

截至2019年3月31日，项目公司累计已投入约332,080.83万元，其中，征地拆迁方面已投入约163,521.97万

元，建设成本方面（含安置房、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管网等）、公共设施（三所学校、四馆一场））已投入约

168,558.86万元；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已取得土地一级开发业务相关收入之投资弥补专项资金62,

010.66万元。

截至2019年3月31日，南部新城项目稳步推进中，其中：

1）征地拆迁工作方面：南部新城首期一级开发范围内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农转用及征收手续用地面

积8,152.556亩（含安置房、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等用地），正在实施征地拆迁范围面积约6,884亩。 至目前已完

成征地拆迁范围的约1,806亩（含安置房、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等用地）正在实施土地前期开发、收储结算手

续。 为加快一级开发项目的建设，2019年3月20日下午，兴宁市召开城市扩容提质征地拆迁工作会议，会议要

求动员全市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致力同心、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拔钉扫尾，全力打赢城市扩容提

质征地拆迁攻坚战，为全面加快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和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力用地保障。

2）设施建设方面：

三所实验学校工程：幼儿园工程已全部完成并于2017年9月移交使用，小学工程除X7风雨操场厨房深化

部分基本完成外，其余全部完成尚待验收（部分已移交）。 中学工程除Z19体育馆室内木地板及室外零星工

程未完成外，其余全部完成尚待验收（部分已移交）。 室外市政工程待办理验收移交手续。

迎宾大道（兴宁大道）工程：路面工程中具备施工条件的部分已完成施工，中桥和小桥完成施工尚待竣

工验收，电力照明、信号工程及绿化工程已完成施工尚待验收，兴宁大道于2018年1月20日实现主车道通车。

道路、桥梁工程：兴旺大桥全桥整体工程量包含附属工程、部分人行天桥全桥主体工程均已完成施工等

待竣工验收。

兴宁市民广场（四馆一场）工程：建设用地已完成了三通一平，并完成了项目部营地建设施工等前期工

作，其中图书档案馆正在进行桩基工程。

安置房工程：目前安置房工程已进入施工阶段，福兴安置区三期工程桩基工程已基本完成，部分楼宇正

在进行开挖、地坪钢筋绑扎等工作，部分楼宇已建至二至四层板。

3）土地出让方面：根据兴宁市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9月29日发布的《兴宁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

让【2017】07号成交公示》，地块编号为GP2017-29的土地已出让（其中12,787.25平方米（19.1808亩）位于南

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 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向公司支付的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

开发范围内出让地块GP2017-29号的出让收入扣除计提相关基金税费后的款项71,541,291.00元已在2017年

度确认收益。 上述出让地块GP2017-29号的出让收入中属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的收

入（￥101,492,531.00元）扣除的“相关基金及税费” 款项（￥29,951,240.00元）中属于兴宁市本级收入的部

分应“以扶持资金的形式”全额支付给公司。 2019年3月14日，公司已全额收到该款项23,855,786.22元。

根据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关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相关事项的复函》（兴土储函【2019】15号），已完成征地拆迁范围的部分土地存在“夹心地” 和市政基础设

施未建设完善的情况，暂不具备出让条件。 截至2019年3月31日，拟供应南部新城首期一级开发范围内刁坊

十六、 十八、 宁新十四号地块， 面积约为260亩。 刁坊十八号地划分为两宗国有建设用地， 地块编号为：

GP2018-23，面积42312.6平方米（63.4689亩），GP2018-24，面积49283.63平方米（73.9254亩），该两宗国有建

设用地在2018年10月和2018年11月两次实施挂牌出让活动中流拍。 至目前，上述两宗GP2018-23、24号流拍

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列入2019年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出让计划，待重新确定出让方案后按程序批准重

新实施公开出让。

2019年1月22日下午，公司收到兴宁市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度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土地征拆和出让工作计划的通知》，其主要内容如下：“为加快推进南部新城项目顺利完成，更好地促进我

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按照《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

及相关协议，经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协商，制订了2019年度兴宁

市南部新城项目土地征拆和出让工作计划，具体内容：2019年度，我市计划开展南部新城项目范围内不少于

1500亩土地的征地拆迁及土地平整工作，并落实出让尽可能多的商业和住宅土地。 按照工作计划安排，近期

将出让的第一批商业和住宅土地合计192.0943亩。我市将于2019年5月底、8月底和11月底前继续确定落实第

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可出让土地的详细情况。” 截止至2019年3月31日，暂未出让工作计划的第一批土地。

根据《合作协议》及其备忘录的约定，兴宁市政府承诺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可通过招拍挂出让的住宅

和商业用地面积不少于6,000亩，并将在开发周期内以招拍挂出让的形式全部出让完毕，如果应出让土地中

的任何一部分土地未能或没有确定为住宅或商业用地或未能或没有以招拍挂出让的形式进行出让，公司有

权要求兴宁市政府给予补偿。

公司将按照《合作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约定与兴宁市政府部门积极协商，加快推进南部新城首期范

围内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工作，并督促兴宁市政府加快南部新城项目土地出让进度。

3.2.2共同合作投资项目

（1）共同合作投资业务模式

1）“鸿贵园”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投资人民

币5.90亿元参与兴宁市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源房地产” ）的“鸿贵园”（Ⅰ区、Ⅱ区）房

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鸿贵园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鸿贵园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宁新大岭

村,该项目Ⅰ区和Ⅱ区总建筑面积约58.66万平方米。 其中，项目Ⅰ区（1#至25#楼）规划总用地面积约4.47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3.89万平方米；项目Ⅱ区（1#至32#楼）规划总用地面积约6.0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34.77万平方米。

2016年12月5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 ）与鸿源房地

产签订了关于鸿贵园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HYFDC2016.12.05-1），约定双

方合作期限为48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鸿源房地产出资5.9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鸿源房地产支

付鸿贵园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合作期内，鸿源房地产承诺以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

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

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鸿源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

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额。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

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2月1日，置地公司与鸿源房地产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HYFDC2016.

12.05-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鸿源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

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鸿源房地产无条件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鸿源房地产股

权，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鸿源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款项；鸿源房地产应当在2019年11

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置地公司支付鸿源房地产

欠置地公司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

见公告临 2019-013）。

2）“经典名城”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投资人民

币5.60亿元，参与广东富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贸易” ）的“经典名城”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

称“经典名城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经典名城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梅州兴宁纺织路，该项目规划用地面

积62,886.2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03,633.98平方米。 其中，项目一期规划用地面积17,209.02平方米，建筑面积

80,160.76平方米；项目二期规划用地面积45,677.24平方米，建筑面积223,473.22平方米。

2016年12月19日，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阀门公司” ）与

富兴贸易签订了关于经典名城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FM-FXMY2016.12.19一1），约

定双方合作期限为36个月，合作期内由广州阀门公司分期向富兴贸易出资5.6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富兴贸

易支付经典名城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 合作期内，富兴贸易承诺以广州阀门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

为18%计算的金额向广州阀门公司分配利润。 合作期满，广州阀门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 双方约定

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富兴

贸易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广州阀门公司出资额。为保证广州阀门公司

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2月1日， 广州阀门公司与富兴贸易签订了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编号：GZFM-FXMY2016.

12.19-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富兴贸易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广州阀门公司按

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富兴贸易无条件按照广州阀门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富兴贸易

股权， 处置所得款项由广州阀门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富兴贸易欠广州阀门公司的款项； 富兴贸易应当在

2019年11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广州阀门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广州阀门公

司支付富兴贸易欠广州阀门公司的全部款项。 广州阀门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

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13）。

3）“怡景花园”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投资人民

币3.00亿元参与梅州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旺房地产” ）的“怡景花园”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

下简称“怡景花园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怡景花园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宫前村，该

项目占地面积约为48,3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198,861平方米。

2017年1月16日，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签订了关于怡景花园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

MZHZHD-MZHJWFDC2017.01.16一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36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佳旺房

地产出资3.0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佳旺房地产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 合作期内，佳旺房地产承诺以

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

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

销售收入之月起， 佳旺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

保。

2018年7月3日， 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签订了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之补充合同1号 （编号：

MZHZHD-MZHJWFDC2018.07.03-补1），约定置地公司增加对怡景花园开发项目共同合作投资款项额度

人民币3.00亿元，增加投资后置地公司向怡景花园开发项目共同合作投资款项总额度为人民币6.00亿元。

2019 年 2 月 1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佳 旺 房 地 产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MZHJWFDC2017.01.16-1）之补充协议2号》，约定如果发生佳旺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

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佳旺房地产无条件按照置地公司的

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佳旺房地产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佳旺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

款项；佳旺房地产应当在2019年11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

务，或向置地公司支付佳旺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

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13）。

4）“泰宁华府”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同意广州阀门公司投资人民币2.10亿

元参与肇庆星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越房地产” ）的“泰宁华府”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

称“泰宁华府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泰宁华府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肇庆市110区端州一路西侧，该项目占

地面积约为15,072.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50,417.47平方米。

2018年7月3日，广州阀门公司与星越房地产签订了关于泰宁华府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

号：GZHFM-ZHQXY2018.07.03-0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24个月，合作期内由广州阀门公司分期向星越

房地产出资2.1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星越房地产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 合作期内，星越房地产承诺

以广州阀门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广州阀门公司分配利润。合作期满，广州阀门公

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

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星越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广

州阀门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广州阀门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

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 4月 18日 ， 广州阀门公司与星越房地产签订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GZHFM-ZHQXY2018.07.03-0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星越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

尽的义务或广州阀门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星越房地产无条件按照广州阀门公司的

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星越房地产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广州阀门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星越房地产欠广州阀

门公司的款项；星越房地产应当在2020年6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广州阀门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项下权利义务，或向广州阀门公司支付星越房地产欠广州阀门公司的全部款项。 广州阀门公司也有权向任

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27）。

5）“联康城”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置地公司投资人民币6.00亿元参

与兴宁市祺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盛实业” ）的“联康城（六、七期）”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

“联康城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联康城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兴城兴宁大道西侧，该项目占地面积

约88,665.3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34,661.48平方米。

2018年7月26日， 置地公司与祺盛实业签订了关于联康城开发项目的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

MZHZHD-QSHSHY2018.07.26-0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60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祺盛实业

出资6.0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祺盛实业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 合作期内，祺盛实业承诺以置地公司

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

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

之月起，祺盛实业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置地

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4月18日，置地公司与祺盛实业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QSHSHY2018.

07.26-0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祺盛实业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

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 祺盛实业无条件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祺盛实业股权，

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祺盛实业欠置地公司的款项；祺盛实业应当在2020年12月30日前

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置地公司支付祺盛实业欠置地公司

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27）。

6）“弘和帝璟” 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同意置地公司投资人民币1.68亿元

参与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房地产” ）的“弘和帝璟”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

称“弘和帝璟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兴福路西侧、锦绣大道北侧，

该项目占地面积约17,244.8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2,796.52平方米。

2018年12月11日， 置地公司与正和房地产签订了关于弘和帝璟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

号：MZHZHD一ZHHFDC20181211一0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18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正和

房地产出资1.68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正和房地产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 合作期内，正和房地产承诺

以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

资及相关利润。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

产销售收入之月起， 正和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

额。 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

供担保。

2019 年 4 月 18 日 ， 置 地 公 司 与 正 和 房 地 产 签 订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ZHHFDC20181211-0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发生正和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

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正和房地产无条件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处

置开发项目及正和房地产股权， 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正和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款项；

正和房地产应当在2020年3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

置地公司支付正和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

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27）。

（2）报告期内，公司共同合作投资项目的相关进展：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项目名称 鸿贵园 经典名城 怡景花园 泰宁华府 联康城 弘和帝璟

计划投入金额

590,000,000.00 560,000,000.00 600,000,000.00 210,000,000.00 600,000,000.00 168,000,000.00

计划投入时间 合作期内分期投入

年初至报告期

末投入的金额

0.00 23,500,000.00 -18,000,000.00 0.00 138,000,000.00 8,000,000.00

年初至报告期

末取得的收益

（不含税）

24,983,490.66 20,025,634.50 25,082,830.29 8,915,094.31 17,851,132.13 7,084,434.00

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已投入的

金额

588,500,000.00 495,670,500.00 574,040,000.00 210,000,000.00 524,360,000.00 167,500,000.00

截至报告期末

累计取得的收

益（不含税）

232,492,994.07 176,359,669.81 127,916,067.24 26,158,679.21 34,648,721.79 8,088,207.58

预计资金回收

时间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

2020

年

3

月

30

日前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投资的六个合作项目均运作正常。

鸿贵园开发项目Ⅰ区1-25栋全部完成并已交楼，其中1-13栋已完成全面施工、各项验收及综合验收，

已交房给客户；14-25栋完成所有施工项目及各项验收，已提交资料等待综合验收，已交房给客户；鸿贵园Ⅱ

区1-32栋已全部完成报建手续，1-8栋及11-16栋已达预售状态， 其中1-3栋内外装饰基本完工，4-7栋内外

装饰完成95%，8、9、10、11栋砌体已完成，内批已完成，外墙粗底已完成（8、9栋外墙贴料已完成20%；10、11栋

外墙贴料已完成10%），12、13、14、17、18栋主体框架已封顶， 砌体已完成至五层，15、16栋主体框架已封顶，

19、20栋主体框架已封顶，副楼底板砼；21栋主体框架完成至五层梁板砼；22栋主体框架完成至四层梁板砼；

23栋主体框架完成至八层梁板砼；24栋主体框架完成至负一层梁板砼；25-26栋已安装负二层柱钢筋，27-31

栋已浇完底板垫层砼及部分防水，32栋土方平整基础完成。

经典名城开发项目一期A1、 A2栋1-17层砌体完成,正在进行18层施工；D栋砌体正在准备阶段；B1、B2、

B3、C1、C2外墙抹灰完成96%；屋面瓦完成50%,外墙饰面砖完成5%；内墙抹灰完成97%；铝合金门窗框给防火

门框已经完成95%；一期已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目前B1、B2、B3、C1、C2、A1、A2、D栋已达到预售条件；二

期拆迁完成90%（只剩办公楼及售楼部待拆迁），支护桩施工完成10%,报建正在办理中。

怡景花园开发项目一期1#、2#已完成外墙装贴70%，3#已完成内、外墙批灰工作，5#现已完成内墙批灰

90%，6#、7#已完成外墙批灰50%；一期工程1#至7#均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二期砼冠梁已完成，基坑周

边边坡锚杆和喷锚已完成，土方工作完成30,000立方米；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工程施工许可证。

泰宁华府开发项目1-4#楼已完成报建手续，1#、3#、4#楼已达到预售条件，准备办理预售许可证，其中

1#、3#楼已完成天面层混凝土浇筑，顺利封顶，进入砌体砌筑装修阶段；2#楼完成十层楼面混凝土浇筑；4#

楼已完成外墙石材干挂及幕墙安装，开始外墙砖黏贴施工，已完成样板房、售楼部硬装装修，开始售楼部前

室外排水及石材铺装，软装布置。

联康城开发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项目施工场内 “三通一平” 工作已完成95%，施工临时用水、

用电、电信网络已经安装可以使用，临时围墙施工工作已完成95%，场内临时道路路基已完成90%，场内临时

排水系统已完成施工。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一栋建至主体框架第18层；二栋、三栋建至主体框架第16层；五栋建至主体框架第17

层；六栋、七栋、八栋已完成封顶，内墙砌体已完成40%。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坚力

日期2019年4月25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编号：临2019-028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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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通

讯等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址：公司六楼会议室，会议时间：

上午9:30）。会议应到会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6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

议的董事3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坚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和书面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9-030）。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编号：临2019-029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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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25日在公司技术中心大楼六楼2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监事3人，实到会监事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小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此前全体监事列席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认为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和书面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董事会《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的决议，与会监事经审议，

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

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2018年

度财务指标。 经调整后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编号：临2019-030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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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规

定。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其他重大影响，格式列报更加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能够更客观反映公司情况，未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

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

按照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持有20%以下的权益类投资，原计入“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现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公司按成本计量，变动不影

响权益，不影响损益。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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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司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二）公司关于会计政策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规定。

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其他重大影响，格式列报更加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能够更客观反映公司情况，未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其他重大影响，格式列报更加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能够更客观反映公司情况，未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

2018年度财务指标。 经调整后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的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2017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

则” ），公司按照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持有20%以下的权益类投资，原计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现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公司按成本计

量，变动不影响权益，不影响损益。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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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司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规定。

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其他重大影响，格式列报更加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能够更客观反映公司情况，未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

王志伟、胡轶、吴美霖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