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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于 2018 年 11月 6 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决定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

十一次会议按照公司《章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如期召开。公司实有

董事 9人，参与通讯表决的董事 9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威海财信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由公司以自有现金出资 5,000 万元，设立威海财信置

业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占注册资本的 100%。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投资设立威海财信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惠州财信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财信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出资 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与深圳市和川投资

有限公司（现金方式出资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共同出资设

立惠州财信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投资设立惠州财信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放弃 2018 年收购重庆中置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关联方董事彭陵江、周永才、鲜先念、李启国、安华、李孟回避

表决该项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放弃 2018年收购中置物业、弘信投资及财信恒力 100%

股权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该议案属于特别议

案，需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放弃2018年收购重庆市弘信投资有限公

司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关联方董事彭陵江、周永才、鲜先念、李启国、安华、李孟回避

表决该项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放弃 2018年收购中置物业、弘信投资及财信恒力 100%

股权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该议案属于特别议

案，需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放弃2018年收购重庆财信恒力置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关联方董事彭陵江、周永才、鲜先念、李启国、安华、李孟回避

表决该项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放弃 2018年收购中置物业、弘信投资及财信恒力 100%

股权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该议案属于特别议

案，需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对于上述 3-5 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关于公司放弃 2018年收购重庆中置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放弃 2018年收购重庆市弘信投

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放弃 2018年收购重庆财

信恒力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的审议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公司放弃 2018年收购重庆中置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

庆市弘信投资有限公司和重庆财信恒力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3）根据公司对三个项目公司未来盈利预测，放弃收购以及在

注销、经营范围（去掉房地产开发业务）变更或转让三个项目公司股

权完成前，由财信发展托管三个项目，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更高的利

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6、审议通过《关于财信集团、财信地产、卢生举先生部分变更<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关联方董事彭陵江、周永才、鲜先念、李启国、安华、李孟回避

表决该项议案。 

董事会同意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卢生举先生部分变更《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于财信集团、财信地产、卢生举先生部分变更<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议案》的审议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承诺人部分变更《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3）根据公司对三个项目公司未来盈利预测，放弃收购以及在

注销、经营范围（去掉房地产开发业务）变更或转让三个项目公司股

权完成前，由财信发展托管三个项目，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更高的利

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财信集团、财信地产、卢生举先生部分变更<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股东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该议案属于特别议

案，需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重庆浩方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与重庆中梁坤元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宁波梁瑞乙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签署《重庆德感工业园

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对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浩

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浩方公司”）进行增资，注

册资本由 800 万元增加至 2,000 万元。增资后，重庆国兴公司持有重

庆浩方公司 51%股份，重庆中梁公司持有重庆浩方公司 35%股份，宁

波梁瑞乙期持有重庆浩方公司 14%股份。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重庆德感工业园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对重庆浩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属于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重庆浩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事宜已履行了现阶段所

需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重庆浩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事宜。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重庆浩方公司增资的公告》。 

8、审议通过《关于华陆环保向青铜峡公司和文水公司进行财务

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向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水

务有限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6,664万元，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利率

9%的股东借款；同意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向文水县宝德华陆水

务有限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 5,334万元，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利率

9%的股东借款。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通过公司对青铜峡公司、文水公司进行单独减值测算，我们认为公司

已采取了必要的风险控制及保障措施； 

（2）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华陆环保向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

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属于特别议案，需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国兴北岸江山购房尾款系列项目收益权转让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国兴北岸江山购房尾款系列项目收益权转让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重庆国兴公司国兴北岸江山购房尾款

系列项目收益权转让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若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国兴北岸江山购房尾款系列项目收益权转让的议案》，本公司将就此

次债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至债权人根据标的协议

所享有的兑付权益全部实现为止。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增的购房尾款系列项目收益权转让融资提

供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保障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

流动资金的需求，能够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次仅为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授权，符合证监会下发的《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规

章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为重庆国兴公司国兴北岸江山购房尾款系列项目收益权转让

提供担保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属于特别议案，需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陕西信用再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陕西华陆化工环保有限公司借款

事项向担保公司陕西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华陆环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本次借款

事项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有助于帮助其增加流动资金，整体风险

可控，且华陆环保股东刘俐、陆强同时提供反担保，故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上

述反担保事项。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向陕西信用再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属于特别议案，需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担保额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担保额度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属于特别议案，需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召开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召开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