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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办法说明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期间合法行使表决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 

1、《关于公司出资参与设立健康养老基金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融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投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申请借款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鑫城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申请借款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下属参股公司提供借款进行授权的议案》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保关系进行授权的议案》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9、《关于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二、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股东（代理人）在会议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 

    三、表决时，设监票人一名，计票人二名，并由律师现场见证。 

    监票人的职责: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 

    计票人负责以下工作: 

    1、核实参加投票的股东代表人数以及所代表的股份数，发放表决票；股东在表决票

下方的“同意”、“反对”和“弃权”中任选一项，选择方式应以在所选项对应的空格中

打“√”为准，不符合此规定的表决均视为弃权； 

    2、回收表决票，检查每张表决票是否符合要求，清点回收的表决票是否超过发出的

票数； 

    3、统计表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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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计票结束后，由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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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9:30—11:30   13:00—15:00  

会议地点：昆明市民航路869号融城金阶广场A座21楼会议室 

主 持 人：董事长许雷先生 

序号 会议内容 

1 介绍与会人员并向大会报告到会股东人数及所代表的股份数 

2 宣布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始 

3 说明《关于公司出资参与设立健康养老基金的议案》，股东进行审议 

4 说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融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股东进行审议 

5 说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投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股东进行审议 

6 
说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申请借款额度进行授权的议

案》，股东进行审议 

7 
说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鑫城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股东进行审议 

8 
说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下属参股公司提供借款进行授权的议案》，股东进

行审议 

9 
说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保关系进行授权的

议案》，股东进行审议 

10 说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股东进行审议 

11 说明《关于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股东进行审议 

12 选举监票人和计票人 

13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表决、投票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印 

  

14 回收表决票，统计表决结果 

15 作回收表决票情况的报告并宣读表决结果 

16 宣读《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17 征询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大会决议的意见 

18 签署会议决议与会议记录 

19 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20 宣布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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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出资参与设立健康养老产业基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布局，为加快公司向“大健康”、“大休闲”转型的步伐，确

保公司文旅、康养项目顺利落地，公司拟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人寿”）

共同出资设立健康养老投资基金——国寿云城（嘉兴）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

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下称“基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1、基金总规模：50.1 亿元 

2、出资人及认缴比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下称“优先级 LP”）：中国人寿 35 亿元 

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下称“劣后级 LP”）：公司 15 亿元 

普通合伙人（GP,又称“基金管理人”）：中吉金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下称“中吉金投”） 
0.1 亿元 

3、资金用途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规定前提下，综合运用股权和股债结合等

多种方式，对运营健康医疗、养老养生以及与之相关的高原农业、生物制药、旅游文化等健康

养老休闲旅游行业的企业进行投资。 

4、存续期限：不超过 8年（5+3），前 5年为投资期，后 3年为退出期。 

5、增信措施 

（1）公司对优先级 LP 的实缴出资承担回购义务，对优先级 LP 的优先回报承担差额补足

义务； 

（2）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省城投集团”）对公司的回

购义务和差额补足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资金托管及监管银行：广发银行昆明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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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决策机制 

基金设投资顾问委员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两级机构。 

投资顾问委员会负责对投资项目是否符合保险资金监管要求，投资项目是否涉及关联交易

进行审核，通过投资顾问委员会审核的项目，方可报送投资决策委员会做出投资决策；投资顾

问委员会由 5名成员构成，须有至少三分之二委员同意，方能通过决议。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通过投资顾问委员会审核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做出投资决策；

负责审议基金管理人提出的具体项目的退出方案；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名成员构成，须有至少

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方能通过决议。 

8、退出机制 

投资项目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具体可行性退出方案，退出方案提交投资决策

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9、申请授权事项 

（1）对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项目进行投资，授权公司总经理

办公会审批；具体投资交易要素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委派至基金的决策委员

会委员方可行使表决权。 

（2）基金存续期内，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管理费率、优先级 LP 及劣后级 LP 的收益分配、

基金存续期限等事项的变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吉金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2日 

法定代表人：李艳会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号 2号楼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中吉金投资产总额为 135,680,830.95 元，净资产

值为 40,328,949.01元，营业收入为 60,592,612.23 元，净利润 29，285,552.64 元。 

截至 2017 年 10 月，中吉金投累计管理了 79 支基金（类型包括证券投资、股权类投资、

债券类投资等），累计管理规模超过 291 亿，目前存续的管理规模为 152.7 亿元，中吉金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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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通化市东昌区颂福金店 13600 68% 

2 上海首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000 20% 

3 长春问宇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2400 12% 

       合     计 20000 100% 

2、优先级出资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 06 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注册资本：2826470.50 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号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中国人寿资产总额为 26,969.51 亿元，净资产值为

3,076.48 亿元，营业收入为 5,497.71 亿元，净利润为 195.85 亿元，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前十大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19,323,530,000 68.37%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 7,314,015,954 25.88%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2,311,916 2.02%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9,719,900 0.42%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9,384,610 0.21%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290,235 0.10% 

7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18,452,300 0.07% 

8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 添富牛 53 号资

产管理计划 
15,015,845 0.05% 

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13,538,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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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分红－018L－FH001 沪 

10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12,400,000 0.04%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在基金的管理运作过程中，可能因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对

房地产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市场价格波动，从而影响基金收益。 

基金各合伙人应进一步加强对宏观形势的分析和把控能力，适时把握商业机会，拓展优质

项目，切实保障基金实现对投资项目的合理回报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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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融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更好地推进公司融资工作，确保公司项目开发的顺利实施，现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含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下同）融资事项作如下授权：  

一、公司2018年计划融资400亿元（不含控股股东借款，证券交易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发行债券及股权类融资）。  

二、根据公司融资计划，现申请作如下授权： 

1、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银行融资的融资机构、融资额度、融资期限、融资成本、

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自有资产或权利进行抵押或质押，为自身提供担保）等事宜，由公

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增信措施中涉及对外担保的，按对外担保的相关授

权进行审批。 

2、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性融资的融资机构、融资额度、融资期限、融资成本、增

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自有资产或权利进行抵押或质押，为自身提供担保）等事宜，申请作

如下授权： 

（1）单笔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人民币20亿元）的，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由

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单笔超过人民币20亿元（不含人民币20亿元）但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人民币30

亿元）的，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3）单笔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不含）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

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增信措施中涉及对外担保的，按对外担保的相关授权进行审批。 

3、对于公司出资参与设立的债权性基金（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型基金、合伙型基金、契约

型基金）的出资方式、出资比例、成本及收益分配方式、增信措施等事宜，申请作如下授权： 

（1）单笔规模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含人民币40亿元）的，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

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单笔规模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不含人民币40亿元）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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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4、对公司现有及上述新增融资，在债务存续期间的变更，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并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5、授权有效期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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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投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面对新的行业环境及市场形势，公司的投资模式与产品战略逐步完善，为进一步提高公司

投资决策效率，现提请股东大会在公司 2018年预算投资范围内对投资事项作如下授权： 

一、对于公司已参与的城中村、棚户区等改造涉及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公司拟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获取土地进行项目二级开发的，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20%

的，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 

二、对于已经公司内部决策流程审议通过的项目，因调整或补充定位，增加的配套类衍生

投资，其单项投资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 5%的（含 5%），累计投资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 10%

的，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 

三、对于已经公司内部决策流程审议通过的项目，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需成立配套的经营、

管理服务类等相关公司，其出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含 1000万元）的，授权公司总经

理办公会审批。 

四、对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新设项目公司参加土地市场公开“招、拍、挂”获取土地的报

名及竞价事项，土地获取价格及预计后续开发投资累计在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20%的，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审批。 

五、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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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控股股东 

及其下属公司申请借款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省城投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不包含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鑫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下同）申请新增

100亿元的借款额度，现提请股东大会进行授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顺利实施公司 2018 年年度经营计划，公司拟向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申请新增借款

额度，现提请股东大会作如下授权： 

1、公司计划向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申请新增 100 亿元的借款额度，在上述新增借款

额度和省城投集团为公司提供的借款余额（截止公司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范围内，公司可循环办理借款事宜，借款成本不超过公司当年实际综合融资成本率，且

借款年利率不超过 10%； 

2、在上述借款总额度内，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相关借款事宜，并由公司董事长或

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3、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均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向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申

请借款额度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将放弃行使该议案的

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雷 

成立日期：2005年4月28日 

注册资本：414,211.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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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726970638 

公司类型：国有企业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六号高新招商大厦 

经营范围：城市道路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给排水及管网投资建设及

管理；城市燃气及管网投资建设及管理；城市服务性项目（学校、医院等）的投资及建设；全

省中小城市建设；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城市交通（轻轨、地铁等）投资建设；城市开

发建设和基础设施其他项目的投资建设；保险、银行业的投资（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省城投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  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3,525,557,816.85 199,576,021,285.13 

资产净额 46,104,966,915.15 43,823,026,978.74 

营业收入 16,676,060,713.20 20,263,834,436.66 

净利润 -1,742,488,489.29  1,075,222,778.57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申请增加借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筹资效率，可解决公司

资金需求。 

四、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1、截至目前，省城投集团对公司的借款余额约为 41.68 亿元。 

2、截至目前，省城投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约为 286.51 亿元，公司为省城投集团提供

担保余额为 12.9 亿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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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云南融智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鑫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申请借款额度进行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省城投集团”）下属公

司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融智资本”）及上海鑫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下称“鑫

城保理”）分别申请新增 20 亿元及 10亿元的借款额度，现提请股东大会进行授权，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顺利实施公司 2018 年年度经营计划，公司拟向融智资本及鑫城保理申请新增借款额度，

现提请股东大会作如下授权： 

1、公司计划向融智资本申请新增 20 亿元的借款额度，向鑫城保理申请新增 10 亿元的借

款额度；在上述新增借款额度和原借款余额（截止公司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范围内，公司可循环办理借款事宜，借款成本按市场利率执行。 

2、在上述借款总额度内，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相关借款事宜，并由公司董事长或

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3、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融智资本及鑫城保理均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省城投

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将放弃行使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1、融智资本的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云南城投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金艳 

注册资本： 32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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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9月 29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各项债权投资、债权转让、债权收购、债权置换，对投资对象开展

借款、财务性投资等；受托管理资产；为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咨询、财务咨询等服务；其他经

核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融智资本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92,813,597.20 

资产净额 3,744,403,418.01 

营业收入 656,229,727.11 

净利润 395,957,069.08 

融智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省城投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2、鑫城保理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鑫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铺路2388号 

法定代表人：黄敏娟 

成立日期：2013年9月3日  

注册资本：1.01亿元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出口保理、国内保理，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信用风险管理平台开发(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鑫城保理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4,342,732.54 

资产净额 605,006,972.00 

营业收入  43,149,776.16 

净利润 22,860,321.90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鑫城保理为公司控股股东省城投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融智资本及鑫城保理申请增加借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筹资效率，可解决公司资金

需求。 

四、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截至目前，融智资本对公司的借款余额约为 0.77 亿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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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下属 

参股公司提供借款进行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为公司下属参股公司成都民生喜神投资有限公司、青岛蔚蓝天地置业有限公司、云

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云南万科城投房地

产有限公司、云南招商城投房地产有限公司、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云南中海城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鞍山市云投高铁新城置业有限公司、云南金澜湄国际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众和装饰有限公司（上述 11 家公司下称“项目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借款，现提

请股东大会进行授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确保项目公司开发运作的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现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借款作如下授权： 

1、在项目公司融资及销售回款仍不能满足项目后续建设资金需求时，由公司按照持股比

例提供股东借款； 

2、借款利率按照不低于股东平均融资成本的原则确定； 

3、对上述提供股东借款事宜，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

并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高管的参股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为此类参股公

司提供股东借款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项目公司截止2017年9月30日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法  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公司持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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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民生喜神投资有

限公司 
李向何 1,000.00 

项目投资与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土地整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市政公用

设施施工；园林绿化设计和施工；工程

管理服务；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117,290.77 731.20 846.54 48 

青岛蔚蓝天地置业有

限公司 
戴宏亮 8,000.00 

房地产开发；科技园区开发、运营与管

理；房地产销售、租赁；物业管理及房

产中介服务；创业服务及投融资信息咨

询服务 

131,980.21 3,878.02 -2,032.74 34 

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杜  胜 20,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301,721.89 11,449.25 -412.44 40 

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

度假村有限公司 

胡  炜 7,000.00 高尔夫球场及相配套的商品部（商品目

录待项目建成后具体核定），度假村、

房地产开发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 

397,094.32 -11931.92 -1606.03 36 

云南万科城投房地产

有限公司 
莫  军 1,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1,124.90 1,124.90 6.13 49 

云南招商城投房地产

有限公司 
梁会军 1,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房屋租

赁、房地产经纪代理 
73,528.60 17,960.22 6,751.37 40 

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

公司 
倪  征 100,000.00 

云南华侨城的投资开发与经营；景区策

划；旅游商品的批发与零售；文艺活动

策划；舞台设计；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水暖器材、电工

器材、家具、五金的批发与零售，以上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00,422.71 52,865.87 -12,204.83 30 

云南中海城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张  一 1,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61,960.01 6,356.52 6,770.25 35 

鞍山市云投高铁新城

置业有限公司 
卞大军 5,000.00 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 113,913.97 -3,688.32 0.00 20 

云南金澜湄国际旅游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范文武 10,000.00 

澜沧江—湄公河通航水域综合航运、旅

游及水域内国际游船旅游线路的投资、

开发与运营；澜沧江—湄公河沿岸景点

及景区的开发、建设与运营；国内旅游

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艺术表演服务 

4,611.73 4,611.73 -368.49 35 

云南城投众和装饰有

限公司 
王  江 5,000.00 

建筑装饰设计、施工；园林绿化设计及

施工；建筑及装饰材料的加工、销售 
1,919.80 1,817.10 -6.37 30 

 

三、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项目公司在建项目的顺利推进，可保证其持续稳定发展。 

四、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近一年内，公司向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8.25 亿元，收回借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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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向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5 亿元；向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提

供借款 1.65 亿元，收回借款 1.5 亿元；向成都民生喜神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0.0751 亿元，

收回借款 0.96 亿元；收回云南招商城投房地产有限公司借款 2.32984 亿元；收回云南中海城投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 1.995 亿元；收回青岛蔚蓝天地置业有限公司借款 0.75 亿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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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向控股股东 

申请担保额度及建立互保关系进行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含合并范围内的下属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省城投集团”）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省城投集团申请新增总额不超过 300 亿元的

担保额度，并拟与省城投集团建立互保关系。现提请股东大会进行授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及省城投集团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省城投集团申请新增总额不超过 300亿元

的担保额度，并拟与省城投集团建立互保关系。现提请股东大会做如下授权： 

1、在上述新增担保额度和省城投集团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范围内，公司可循环办理担保事宜； 

2、在公司实际为省城投集团提供担保时，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省城投集团实际向公司提

供担保金额的 50%； 

3、具体每一笔担保的金额、期限、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应的担保合同约定； 

4、在上述互保额度内，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并由公司董事长

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5、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自 2018年 1月 1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省城投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省城投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将放弃行使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雷 

成立日期：2005年4月28日 

注册资本：414,211.4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726970638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公司类型：国有企业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六号高新招商大厦 

经营范围：城市道路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给排水及管网投资建设及

管理；城市燃气及管网投资建设及管理；城市服务性项目（学校、医院等）的投资及建设；全

省中小城市建设；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城市交通（轻轨、地铁等）投资建设；城市开

发建设和基础设施其他项目的投资建设；保险、银行业的投资（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省城投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  目 2017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3,525,557,816.85 199,576,021,285.13 

资产净额 46,104,966,915.15 43,823,026,978.74 

营业收入 16,676,060,713.20 20,263,834,436.66 

净利润 -1,742,488,489.29 1,075,222,778.57 

截至目前，省城投集团持有公司 34.87%的股权，系公司控股股东。 

三、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1、截至目前，省城投集团对公司的借款余额约为 41.68亿元。 

2、截至目前，省城投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约为 286.51亿元，公司为省城投集团提供

担保余额为 12.9 亿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约为157.64亿元（包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未包含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按揭担保和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340.5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约为93.7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202.51%。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进行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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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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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授权担保范围包括公司及下属公司（含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下同）的担保，担保总额为400亿元（不包含公司及下

属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担保，下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融资及经营需求，简化公司会务，提高管理效率，现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担保事项作如下授权：  

1、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质押及抵押；  

2、本次授权担保总额为400亿元；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172亿元，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171亿元，对参

股公司担保总额为57亿元。 

3、在预计的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内，如发生单一全资子公司实际担保额度超出预计

额度时，对不同全资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额度，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并由公司

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4、在预计的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内，如发生单一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额度超出预计

额度时，对不同控股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额度，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并由公司

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5、公司按照权益比例提供担保，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

并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6、公司超出权益比例提供担保事宜，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并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7、公司及下属公司发生担保事项时，如出现下列情形的，包含在本次提请授权范围之内：  

（1）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3）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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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

的担保；  

（5）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8、对于公司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适用前述授权；  

9、授权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对于超出本次担保授权额度范围的，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相关监管要求及决策程序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拟发生担保业务的主体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法  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公司持股 

比例（%） 

2018 年预

计担保额度 

（万元） 

云南城投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吴  涛 1,000.00 物业管理  5,761.91 2,511.71 900.90 100 10000 

云南城投置地有

限公司 
李继锋 5,000.00 

城市道路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及相关产业经营；城市开发建设和基

础设施其他项目的投资建设 

408,109.54 -2,163.11 -5,747.78 100 80000 

昆明市官渡区城

中村改造置业有

限公司 

李继锋 10,000.00 

拆迁工程；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国内

贸易、贸易供销；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 

291,154.65 -1,809.08 -1,513.64 100 500000 

成都鼎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李向何 10,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社会经济咨询。 62,695.38 -1,106.42 -1,994.83 100 20000 

西双版纳云城置

业有限公司 
李向何 2,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工程；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房屋租赁；酒店管理；

住宿、餐饮服务；日用百货零售。 

85,319.28 -11,915.88 -111.50 100 200000 

云南城投园林园

艺有限公司 
普志辉 5,000.00 

市政工程、绿化工程、园林工程、景

观设计、园林绿化设计 
5,567.38 1,856.04 -312.46 100 30000 

西安东智房地产

有限公司 
李向何 10,205.00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

物业管理 
63,647.34 20,713.57 -998.97 100 60000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云南城投海东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李向何 25,000.00 

房地产开发；城市旧城改造；城市管

道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相关

产业经营；城市服务性项目（学校、

酒店、医院、体育、景观绿化等）的

投资开发及经营管理。 

206,055.85 31,417.31 906.22 100 300000 

云南城投龙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刘兴灿 20,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中介服务；

物业服务 
735,127.13 54,381.74 2,708.55 100 200000 

陕西普润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李向何 10,000.00 

房地产投资（投资限企业自有资金）；

房地产开发、销售。 
88,143.44 6,646.50 -1,230.42 100 20000 

云南城投天堂岛

置业有限公司 
曹  雷 10,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237,215.93 10,016.72 -5.26 100 200000 

天津银润投资有

限公司 
杜  胜 10,000.00 

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建筑业、百

货业进行投资；投资咨询服务；投资

管理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 

118,617.04 36,168.33 -190.01 100 100000 

全资子公司小计 1720000 

昆明云城尊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李继锋 5,000.00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 
150,366.57 19,393.09 -1,888.49 74 50000 

昆明城海房地产

有限公司 
曹  雷 10,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168,594.39 18,796.73 -6,771.11 52.63 20000 

宁陕县云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向何 57,142.85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市政工程建设；

旅游开发、经营、管理与服务（筹建）；

酒店经营与管理。 

56,556.11 56,318.39 -368.27 51 180000 

云南城投龙瑞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刘兴灿 15,000.00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旧城改造；房屋

租赁；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的设计与施工 

901,815.40 10,966.91 -116.00 70 480000 

昆明云城西山旅

游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李向何 5,000.00 

旅游产业投资、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

项目进行管理；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22,531.57 4,043.85 -371.72 70 5000 

中建穗丰置业有

限公司 
李向何 5,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7,874.48 6,512.11 -3,171.33 70 5000 

云南艺术家园房

地产开发经营有

限公司 

李继锋 6,896.55 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122,477.77 -22,385.07 -2,309.65 51 20000 

云南东方柏丰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曹  雷 20,408.16 

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

理、经营和监督，房地产开发、经营、

自有房屋租赁、工程建设、建筑材料 

112,019.27 44,836.59 -1,491.72 51 30000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北京房开创意港

投资有限公司 
韩开平 1,000.00 

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中介除外）；

销售商品房；房地产开发 
769,604.08 -2,314.21 -445.12 90 100000 

平阳银泰置业有

限公司 
杜  胜 10,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商业管

理；投资管理；工程项目管理； 
153,681.94 52,379.50 -946.56 70 20000 

苍南银泰置业有

限公司 
杜  胜 10,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企业管

理咨询，投资管理 
162,974.28 91,349.49 1,996.49 70 120000 

杭州海威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杜  胜 5,000.00 

开发、经营：杭政储出（2004）37

号地块房地产； 服务：停车管理；

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123,323.45 7,024.56 4,728.81 70 50000 

昆明七彩云南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曹  雷 12,000.00 
项目投资及对投资项目进行经营管

理；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39,400.42 11,911.40 -55.66 70 100000 

杭州云泰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杜  胜 20,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管理、室内

外装修、房屋租赁；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百货的批发、零售。房地产开

发 

372,513.51 33,304.12 788.27 70 100000 

杭州西溪银盛置

地有限公司 
杜  胜 40,000.00 

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房地产营销

策划，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中介

服务，室内外装饰设计，承接室内装

饰工程，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 

478,585.86 32,527.35 -1,036.98 70 120000 

台州银泰商业有

限公司 
杜  胜 10,000.00 

针织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

品）、计算机软硬件、木材、机械设

备销售；房地产开发；经济信息咨询；

企业形象策划；展览服务；房屋租赁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

咨询服务；市场调查；文化活动策划

服务。 

114,655.41 6,954.59 -2,983.60 70 50000 

台州银泰置业有

限公司 
杜  胜 10,000.00 

房地产开发；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

象策划；展览服务；针织纺织品、百

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木材、机械设备销售。 

172,605.31 37,554.25 -240.78 70 50000 

宁波银泰置业有

限公司 
杜  胜 30,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393,839.56 63,886.39 5,342.71 70 20000 

哈尔滨银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杜  胜  20,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257,434.35 -96.79 -2,641.36 70 70000 

黑龙江银泰置地

有限公司 
杜  胜 10,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154,949.42 8,273.34 441.02 7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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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尚 银 泰 城 ( 淄

博)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 

杜  胜 15,666.00 

商业项目的投资、规划、设计、及运

营管理；受委托进行经营管理服务、

营销策划；商业地产策划；商业信息

技术开发应用服务；店铺招商与租

赁；房屋租赁；商业地产中介；物业

管理；代理国内外广告业务 

236,583.36 52,736.16 -578.55 70 50000 

控股子公司小计 1710000 

成都民生喜神投

资有限公司 
李向何 1,000.00 项目投资与管理 117,290.77 731.20 846.54 48 120000 

云南城投华商之

家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杜  胜 20,000.00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

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

方可经营；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

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 

301,721.89 11,449.25 -412.44 40 120000 

云南澄江老鹰地

旅游度假村有限

公司 

胡  炜 7000 

高尔夫球场及相配套的商品部（商品

目录待项目建成后具体核定），度假

村、房地产开发经营，会议及展览服

务 

397,094.32 -11,931.92 -1,606.03 36 180000 

云南华侨城实业

有限公司 
倪  征 100,000.00 

云南华侨城的投资开发与经营；景区

策划；旅游商品的批发与零售；文艺

活动策划；舞台设计；房屋出租；物

业管理；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水暖

器材、电工器材、家具、五金的批发

与零售，以上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200,422.71 52,865.87 -12,204.83 30 80000 

云南金澜湄国际

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范文武 10,000.00 

澜沧江—湄公河通航水域综合航运、

旅游及水域内国际游船旅游线路的

投资、开发与运营；澜沧江—湄公河

沿岸景点及景区的开发、建设与运

营；国内旅游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艺术表演服务。 

4,601.84 4,611.73 -368.49 35 50000 

云南城投众和装

饰有限公司 
王  江 5,000.00 

建筑装饰业施工；建筑业安装；园林

绿化设计、施工；建筑工程设计；工

程管理服务；建筑及装饰材料的加

工、销售；医疗器械销售、安装；机

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销售；

机电设备及配件销售；文化、体育用

品及器材销售；进出口贸易；建筑技

术推广应用；人力资源服务。 

1,919.80 1,817.10 -6.37 30 20000 

参股子公司小计 570000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相关主体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新增担保总额仅为预计发生额，上述担保

尚需银行或相关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约为 157.64亿元（包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未包含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按揭担保和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340.5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约为 93.7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202.51%。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进行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5日 

总  计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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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下同）预计在 2018 年将与公司控股股东云南

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省城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以及公司其他关联方发生

如下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 2018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7年度授权额

（万元） 

截至 2017年 10

月 31 日合同额

（万元） 

截至 2017年 10

月 31 日实际发

生额（万元） 

2018 年预计合同

金额（万元）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000.00         73.77       124.96      1,000.00  

云南城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省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甘美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循环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昆明未来城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新世纪滇池国际文化旅游会展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城际物流有限公司 

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众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瑞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房屋租赁     1,000.00            500.00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销售物业   200,000.00        400,000.00  

云南城投众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15,000.00     10,846.35     1,166.57     30,000.00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云南城际物流有限公司 购买钢材    30,000.00           -    13,944.6  30,000.00  

云南城投众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安工程   400,000.00    172,434.34    67,691.22    400,000.00  

云南城投众和装饰有限公司 装修、装饰工程   20,000.00           -         20,000.00  

大理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供水设备安装     1,000.00           -           4.25      1,000.00  



                                           2017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景洪市城投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煤气       400.00           -            400.00  

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485.00           -         118.75        500.00  

云南城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供水设备安装     1,200.00           -          96.87          500.00  

云南海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酒店服务       200.00          8.94        25.59        200.00  

云南城投甘美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医疗服务        20.00           -             20.00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疗服务            20.00  

腾冲玛御谷温泉投资有限公司 酒店服务        20.00           7.57         20.00  

成都环球世纪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酒店服务   3.10 30.00 

云南温泉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酒店服务    5.00 

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0.00             10.00  

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 酒店服务       100.00          56.40    200.00  

云南兴盛水业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38  10.00 

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告位租赁        50.00             50.00  

合计   670,485.00 183,363.40 83,243.26 884,465.00 

 

由于公司所处房地产行业受政策、市场环境等影响较大，公司将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投

资及工程进度进行适时调整，因此全年实际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会产生一定差异。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 
法人代

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云南省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许  雷 414,221.44 

城市道路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给排水及管网投资建设及

管理；城市燃气及管网投资建设及管理；城市服务性项目（学校、医院等）的

投资及建设；全省中小城市建设；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城市交通（轻

轨、地铁等）投资建设；城市开发建设和基础设施其他项目的投资建设；保险、

银行业的投资 

云南城投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田  敏 20,000 

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工程监理；建设项目工程咨询、造价咨询、招标代理；

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建筑方案设计；建筑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办公

设备、文化用品的销售 

云南省水务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焦  军 60,000 

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城投甘美医

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冯学兰 75,000 
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医疗产业管理与咨询；国内贸易、物资

供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循环经济投

资有限公司 
喻  勇 20,000 

项目的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环境污染治理；再生资源及相关产品

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环保工程及市政工程的设计、施工；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房屋租赁；仓储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

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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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际物流有

限公司 
李  丹 50,000 

物流方案的设计与策划；货运代理、货运配载、搬运装卸、汽车租赁；项目投

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煤

炭经营（不得在区内建堆场进行实物经营）；医疗器械、电梯、电缆、电气设备、

空调、装修装饰材料、建筑材料、矿产品及汽车零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城投众和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原昆明一建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  刚 30,000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预拌商品混凝土;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工程材料检测;桩基检测;结构无损检测;承包境外工业与民用

建筑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景洪城投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谭正良 500 

物业管理，建筑材料、卫生洁具零售，商务咨询服务，装饰装修，房屋代租，

家政服务，停车场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云南海埂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杨晓轩 1,000 

酒店管理；住宿；特大型餐饮服务、食堂（含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

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物业服务；酒、珠宝

玉石制成品、黄金白银饰品、服装、皮具（含针纺织品）、日用百货、工艺美术

品的销售 

云南兴盛水业有限

公司 
朱永华 10,533 瓶、桶装饮用矿泉水生产、销售 

云南城投教育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  宇 13,333 

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社会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及营销策

划；电子设备、教学设备的租赁及销售；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 

云南新世纪滇池

国际文化旅游会

展投资有限公司 

杨  涛 51,041 

会议展览；物业管理及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各类广告；摄影服务；酒店项目投资；房屋、设备租赁；项目投资；营业性演

出场所经营；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园林设计及施工；销售日用百货、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家具、文化用品、健身器材、

公益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机电产品（不含汽车）、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

发射的设备）、汽配、化工原料及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品） 

云南民族文化旅

游产业有限公司 
解怡诚 60,000 

旅游景区景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及经营；旅游房地产的投资、开发

及经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与施工；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旅游

产品、民族服饰、工艺美术品的研发；旅游产品、民族服饰、工艺美术品、金

银饰品、珠宝玉石制成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昆明市第一人民

医院 
李  立 18,293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为医学院校学生和成人医科学历教

育提供医学教学、临床实习服务等。 

腾冲玛御谷温泉

投资有限公司 
许  斐 10,000 

温泉旅游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宾馆酒店行业投资；提供体育休闲

及健身服务；桑拿、美容服务；温泉洗浴、餐饮、住宿服务（仅限分公司悦椿

温泉村经营）；旅游产品、工艺品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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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健康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许  雷 60,800 

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国内贸易、物资供销（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昆明未来城开发

有限公司 
谭寿生 51,500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须经审批的、在审批后方可经营；法律、法规未

规定审批的、企业可自行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融智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胡金艳 320,000 

股权投资；各项债权投资、债权转让、债权收购、债权置换，对投资对象开展

借款、财务性投资等；受托管理资产；为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咨询、财务咨询

等服务；其他经核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大理水务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于  龙 20,000 

自来水生产供应、供排水建设施工、水制品开发利用、下水管道、污水、废渣

的保养处理、供排水管道及水暖器材、五金建材经营及供排水工程的综合服务、

供排水工程的勘察设计 

景洪市城投管道

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 

谭正良 2,000 管道燃气开发、建设经营；燃气汽车加气站；燃气器具及设备销售 

云南城投碧水源

水务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刘旭军 6,000 

水处理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环保产品及设备的研究开发；污水处理工程的设

计与施工；环保产品及设备的销售；膜产品、膜组件及相关设备的制造（筹建）；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云南澄江老鹰地

旅游度假村有限

公司 

胡  炜 7,000 
高尔夫球场及相配套的商品部（商品目录待项目建成后具体核定），度假村、房

地产开发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 

瑞滇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张勋华 161,857.14 

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为所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

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创业投资；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中国有关主

管部门核准的其他业务 

云南省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梁兴超 2,000 

发起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募集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含设立母基金）；受托管理股

权投资企业的投资业务并提供有关服务；股权投资咨询与融资咨询；参与设立

投资企业与投资管理顾问机构；经审批或登记机关许可的其他有关业务等 

云南三七科技有

限公司 
罗金明 30,000 

原料药（三七总皂苷、豆腐果素、盐酸小檗碱、罗通定、黄藤素、灯盏花素、

岩白菜素）；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合成、生产和销售（不含前置许可项

目）；天然药物有效成分制剂及国外天然植物药的引进；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

推广及咨询，日用化工商品（不含前置许可项目）的生产、经营、销售、代理、

研发；货物进出口业务 

云南温泉山谷康

养度假运营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李远书  16,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园林绿化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线电缆、钢材的销

售。 

云南城投众和装

饰有限公司 
王  江 5,000 建筑装饰设计、施工；园林绿化设计及施工；建筑及装饰材料的加工、销售 

成都环球世纪会展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徐  玲 60,402.6846 

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招徕、组织、接待业务；国内旅游、

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招徕、组织、接待业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

得开展经营活动）；游艺娱乐（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

动）；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物业管理（凭许可证经营）；能源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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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日用品、建筑材料及装饰装修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家具、

文化用品（不含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健身器材、工艺美术品、

机电产品、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和卫星地面接收设备）、汽车零配件、

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许可证经营）；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不含气球广告）；摄影服务；风景园林

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

资金等金融活动）；房屋及机械设备、汽车租赁；宾馆、西餐制售、中餐制售（限

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保健服务、清洁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凭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体育项目组织服务；滑冰室内场

所服务；销售服装、鞋帽、化妆品、鲜花。 

 

云南城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城投众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城投健康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云南省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城投甘美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循环经济

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城投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城际物流有限公司、景洪市城投管道燃

气有限责任公司、景洪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云南海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云南新世纪滇池

国际文化旅游会展投资有限公司、成都环球世纪会展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产

业有限公司、腾冲玛御谷温泉投资有限公司、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昆明未来城开发有

限公司、大理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瑞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兴盛水业有限公司、云南温泉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等均属于省城投集团的下属子公司、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为公司

合营企业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云南城投众和装饰有限公司为关

联方云南城投众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上述交易对方具有

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有国家定价的，按照国家定价执行； 

2、无国家定价的，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系日常业务，具体协议要待实际发生时签订，因此交易具体价格、款项安排

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在协议签订时方可确定。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日常关联交易全

年累计发生预计额度内签署相关协议。 

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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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可满足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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