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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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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 9人（董事师江先生因

工作原因请假，书面委托董事长曹建春先生代为表决；董事张福茂先生因工作原

因请假，书面委托董事袁继国先生代为表决；董事姜雪梅女士因工作原因请假，

书面委托董事吕公义先生代为表决），5 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曹建春先生主持，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

年度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2016 年年度报告》

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三、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母公



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449,879,123.07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提取 10%法定公积金 44,987,912.31元，当期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

为 404,891,210.76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519,286,879.22元，本年度实

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24,178,089.98元。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并报表数)为 60,136,093.25

元，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1,370,538,603.24 元。经核算，本年度公司满足《成

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规定的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净利润不低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的要求，但

不满足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净利润不低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

的条件 。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实施以下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93,332,0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

共计派发 21,866,641.84 元，占当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并报表

数)的 36.36%。公司拟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存

下一年度。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收

购涉及的被收购公司 2016年度对赌业绩完成情况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收购子公司

2016 年度对赌业绩完成情况说明的公告》、《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

权收购涉及的被收购公司 2016 年度对赌业绩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关于成都

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被收购公司 2016 年度对赌业绩完成情况

的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 

六、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成都博瑞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七、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

度社会责任报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同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八、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博瑞传播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2017 年度计划的

议案》。其中： 

（一）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与成都传媒集

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曹建春、师江、袁继国、吕公义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与非成都传

媒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2017年度计划的公告》。） 

十、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聘请四川华

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公告》。）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十一  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调整“博

瑞·创意成都”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议案》。 

公司现有“博瑞创意·成都”面积 56,876.14 ㎡的房屋为投资性房地产，自

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确定“博瑞•创意成都”项目会计核算政

策，采取公允价值计量（详见公司于 2012年 1月 13日披露的《博瑞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经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对该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估价，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总估值为 6.01

亿元，平均单价约 10,567 元/㎡，比去年增加约 322 元/㎡。为谨慎、合理的确

定该房产价值，公司将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确定

为 9,004 元/㎡（约为估价的 8.52 折），截至 2016 年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208,934,777.07元，2016年度增加 15,754,690.78元。 

本次调整对公司 2016年财务数据产生的影响：（1）扣除递延所得税负债后，

增加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816,018.09 元；（2）公司

所有者权益增加 11,816,018.09 元。 

十二  以 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签署<成都

商报发行投递代理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曹建春、师江、袁继国、吕公义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成都商

报发行投递代理协议>的公告》。） 

十三  以 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签署<独家

印刷成都商报的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曹建春、师江、袁继国、吕公义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独家印

刷成都商报的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十四  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变更公司



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

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十五  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此外，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还听取

了如下事项： 

1、独立董事 2016年度述职报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6年度述职报告》详见同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16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16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16年履职情况报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16 年度履职情

况报告》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16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16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6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6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3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