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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9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 2019-003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七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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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4日以书面和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七十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9年3月14日上午9:30在公司31楼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7名董事会成员中6名董事出席会议，董事长何谦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

委托董事李勇先生代为表决。公司监事会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重

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李勇先生

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公司对 2018 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并结合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对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下属公司申

报的存货和拟作资产减值测试的资产组、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及对拟关闭门店

可能形成的关店损失进行估算的项目报告书》，公司 2018年各项减值准备期初余

额 60,250.47 万元，期末余额 69,803.13万元。具体为： 

项    目 

期初减值

准备余额

（万元） 

年初至年末计

提资产减值损

失金额（万元） 

期末减值准备

余额（万元） 

1、存货 18,985.74  39,043.16 27,026.62 

2、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36,435.07  1,510.55 37,514.35 

1)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425.82 - 425.81 

2）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738.88  449.4 7,8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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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期待摊费用减值准备 28,270.37  1,061.15 29,224.45 

3、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4,264.74  282.59 4,544.71 

4、其他 564.92  157.52 717.45 

合 计 60,250.47  40,993.82 69,803.13 

（一）公司 2018 年末存货拟计提跌价准备余额合计为 27,026.62万元。 

（二）对拟关闭门店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余额 1,510.55万元； 

公司决定关闭南坪商都、达州商都、超市南津街店、超市金佛大道店、超市

经纬大道店、超市新牌坊店、超市大足店、超市碚峡路店、超市李家沱店、超市

融汇半岛店、超市兴科四路店、超市华岩店、超市溉澜溪店、超市南桥寺店、超

市渝北店、超市学府大道店、超市龙湖蓝调天街店、超市白鹤路店等 18个场店。

由于上述拟关闭场店未来将停止经营，在 2018 年年报编制过程中不再满足持续

经营的会计假设，需要计提减值；除长期资产以外的其他关店损失直接计入成本

费用及营业外支出，不影响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三）对长期亏损门店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1,286.13万元。 

（四）对汽贸业态试驾车计提资产减值期末余额 192.1万元。 

（五）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及其他计提减值准备 440.11万元。 

董事会意见：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长期资

产减值准备管理办法》等相关会计政策，于 2018 年末对存货、固定资产、长期

待摊费用等资产进行了清查，并聘请重庆华康对上述资产进行减值评估，根据评

估情况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

息更加真实可靠，符合审慎性原则。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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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调整相关会计政策。 

董事会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其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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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6）。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及摘要》 

内容详见 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内容详见 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内容详见 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8 年度，公司经审计实现利润总额 101,425.30 万元，所得税费用

14,008.19 万元，少数股东损益 4,303.00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83,114.11 万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018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拟以公司现总股本 406,528,465 股，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50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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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税），共计 26,424.35 万元向全体股东分配。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

待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内容详见 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何谦先生、涂涌先生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由 5名非关联董事进行

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7）。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董事会授权经理办公会审批委托理财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经理办公会对对委托理财金额在 8 亿元范围内的结构性存款理

财进行审批。授权期间: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其

下属 10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和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其下属 10 家全资、

控股子公司提供人民币 60,915 万元的担保；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担保，相互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担保期

限与金融机构要求担保期限一致。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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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见《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为其下属 10 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和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间相互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在《公司章程》经营范围中增加零售 6866 医用高分

子材料及制品、6864 医用卫生敷料、化妆品，食品生产。 

内容详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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