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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20年 1 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14:30 

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62号颐德大厦 30楼第一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郑洪伟董事长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致辞并宣布股东到会情况。 

二、主持人宣布大会工作人员（监票人、计票人）名单。 

三、会议内容： 

议案一：《关于授权经营班子 2020年度土拍类房地产投资额度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授权董事会 2020年度收购类房地产投资额度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为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改聘 2019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股东提问及公司相关人员回答。 

五、股东审议上述议题并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六、监票人、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七、等待网络投票结果，会议休会（15分钟）。 

八、主持人根据投票结果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等进行见证。 

十、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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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公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订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会议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出席会议人员应当

听从公司工作人员的安排，共同维护好大会秩序。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严肃性，切实维护与会股东的合法权益，

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公

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进入会场。对于干扰股东大会

秩序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

部门查处。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应当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票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等证件办理签到手续，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

代表人数及持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之后，会议终止登记，未签到登记的股东不得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审议议案时，只有股东或股东代表有发言权，其他与会人员不得发言或提问。

每位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原则上不超过 5 分钟。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向

会务组登记，股东临时要求发言的，应当先向会务组申请，经会议主持人许可，

方可发言。股东准备现场提问的，应当就问题提纲先向会务组登记。股东大会在

进行表决时，股东或股东代表不得进行大会发言或提问。 

五、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方式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请与会股东按照

表决票上的提示认真填写，多选或者不选视为无效票。 

六、公司聘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律师对股东大会全部

过程及表决结果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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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经营班子 2020 年度土拍类房地产投资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 2020

年度房地产投资计划，拟以现金方式进行土地招拍挂类房地产投资额

度不超过 50亿元。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进一步简化土地招拍

挂决策流程，提高决策和工作效率，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

营班子决策并具体开展投资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的土地招拍挂

类房地产投资项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有效。 

上述授权事项系在授权有效期内的土地招拍挂类房地产投资计

划，审批的额度是指授权有效期内可能会产生的投资额度上限额，不

构成业绩承诺。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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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董事会 2020 年度收购类房地产投资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 2020

年度房地产投资计划，拟以现金方式进行收购类房地产投资额度不超

过 20亿元。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决策和工作效率，

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策不超过 20 亿元的收购类房

地产投资项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不包括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收购、合作项目等。 

上述授权事项系在授权有效期内的收购类房地产投资计划，审批

的额度是指授权有效期内可能会产生的投资额度上限额，不构成业绩

承诺。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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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公司”）因珠江柏悦

湾项目开发需要，已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支行申请

开发贷款 6 亿元，以湖南公司珠江柏悦湾二期工程项目土地及在建工

程作为抵押物，公司已为湖南公司提供 5 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

次增加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本金及利息等费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公司因珠江柏悦湾项目开发需要，已向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支行申请开发贷款 6 亿元，公司已为

湖南公司提供 5 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为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编号：2019-063），属于公司 2019 年度授权对控股子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本次公司拟为湖南公司增加提供担保 1.5 亿元。 

融资主要条件如下： 

（一）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支行 

（二）规模：人民币 6 亿元 

（三）期限：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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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贷款利率：年利率 5.7%（基准利率上浮 20%） 

（五）资金用途：项目开发建设 

（六）抵押物：湖南公司珠江柏悦湾二期工程项目土地及在建工

程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西路 99号珠江花城第三组团

16 栋（长沙珠江花园酒店）19-22楼 

（四）法定代表人：答恒诚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元整 

（六）经营范围：以自有合法资金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

饰、室内装饰及设计项目的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

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提

供房屋租赁及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工程技术开发；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的销售；酒店管理及经营（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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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八）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2018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764,973,604.18 元，资产净额为 1,461,746,461.43 元，营业收入

为 1,211,215,745.16 元，净利润为 191,659,808.22 元。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159,065,779.75 元，资产净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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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128,361.84元。2019年 1-9月的营业收入为 1,255,234,769.87

元，净利润为 157,364,024.63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人：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支行 

（二）担保方式：担保方式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应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

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四）担保期限：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债务提前到期的，担保期间为债务提

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已经公司 2019 年 12 月 27 日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9年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为满足湖南公司珠江柏悦湾项目开发建设资金

需要，被担保方为我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对其担保的风险是可控的，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对湖南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3亿元。除本次担保事

项外，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0.83 亿元，其中，对公司控股股东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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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反担保余额为 34.30 亿元；对公司全资子公

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8.00 亿元；对公司参股公司广州天晨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8.53亿元。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对全

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分别占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末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96.16%和 58.05%，无逾期担保。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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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聘 2019 年度财务与内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4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2019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9 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大信”）为公司提供 2019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的披露的公告（编号：

2019-022）。 

现大信由于所内业务安排的原因，无法配合公司的工作时间计划

完成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大华”）作为本公司前任财务与内部审计机构，对

本公司的业务情况最为熟悉了解，公司考虑到年审工作的繁重性、严

肃性和紧迫性，拟重新聘请大华提供 2019 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服

务的工作。大华报价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写¥500,000.00 元）

（含税，包干但不包括长沙地区住宿费用）。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

用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小写¥320,000.00 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小写¥180,000.00 元）。 

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20 日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年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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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聘 2019 年度财务与内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于 2019年 12月 27日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19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改聘 2019年度财务与内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改聘 2019 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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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