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383        证券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19-027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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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 年 5 月 24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金地集团总部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58,404,7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88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凌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4 人，出席 13 人，董事陈必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董事会秘书徐家俊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58,206,175 99.9925 123,800 0.0046 74,800 0.0029 

 

2、 议案名称：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58,206,175 99.9925 123,800 0.0046 74,800 0.0029 

 

3、 议案名称：2018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58,210,175 99.9926 123,800 0.0046 70,800 0.0028 

 

4、 议案名称：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58,276,275 99.9951 127,700 0.0048 800 0.0001 

 

5、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55,226,571 99.8804 145,800 0.0054 3,032,404 0.1142 

 

6、 议案名称：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58,206,275 99.9925 123,800 0.0046 74,700 0.0029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37,453,287 99.2118 18,144,469 0.6825 2,807,019 0.1057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46,376,318 99.5475 12,017,657 0.4520 10,800 0.000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2,253,535,7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367,570,6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37,169,913 99.6554 127,700 0.3423 800 0.0023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4,936,038 99.9565 5,700 0.0381 800 0.0054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2,233,875 99.4542 122,000 0.5458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4 
关于 2018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396,955,656 99.9676 127,700 0.0322 800 0.0002 

5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393,905,952 99.1996 145,800 0.0367 3,032,404 0.7637 

7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

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376,132,668 94.7237 18,144,469 4.5694 2,807,019 0.706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冰然、张潇扬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

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