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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 

为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特制订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具体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大会秘书处，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股东大会在大会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证管办《关于维护本市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为保护所有股东的权益，尤其是维护因故未

能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权益，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真履行

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要求在大会上发言的，请于会前至大会秘书处填写“股东发言登记

表”备案，并按所登记顺序编号依次发言。 

  六、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指名后进行发言，发言时请先报告自己的姓名或者

名称、所持的股份数额，每位股东每次发言不超过五分钟，发言主题应与本次大会

表决事项相关。 

  七、为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手机调至振动模式，会场内请勿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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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次股东大会（2020 年年会）会议程序 

 

一、报告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二、宣布股东大会正式开始 

三、宣读议案 

四、股东发言与提问 

五、对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六、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七、宣布现场会议结束 

八、合并统计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形成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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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2020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决议的实

施，不断规范公司治理。全体董事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有效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现就 2020年度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2020年通过全体员工的努力，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563万元，利润总额-24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59 万元，每股收益-0.03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119 万元。 

报告期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563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下降 38%，主要是由于

子公司在美国投资项目受到疫情的影响产生不确定性，债权投资收入减少；资产管

理规模收缩，管理费收入下降；此外公司启动了大华项目升级改造，中止了大华项

目原有的租赁业务，使租赁收入减少。总体而言，公司目前营业收入整体规模偏小，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不够稳定。 

公司境内投资业务存量以证券投资为主。公司通过泽禾二号证券投资基金在二

级市场进行股票投资，2020 年取得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约 936 万元，

给公司业绩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考虑到股票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公司

将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截至报告期末，泽禾二号证券投资基金已基本出售了所持有

的股票。 

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坚持聚焦不动产不良资产业务发展，加大在不良资产投

资领域的投资布局。通过设立不良资产处置子公司，招聘相关领域专业人员，进一

步提升不良资产投资业务在公司资产投资和管理业务中的配置比例。截至本期末，

公司已完成一定规模不良资产包的收购储备，为明年主业发展打下基础。 

公司境外投资业务主要是公司在 2015年及 2016 年通过自有资金及在境外管理

的基金参与投资了美国华盛顿地区的三个不动产投资项目，业态包括长租公寓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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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含股权和债权）合计约为 3,968 万美元。受美国疫情影响，

公司通过基金方式及债权方式参与投资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进展不及预期，使债

权面临一定的回收风险。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公司对该部分的债权投资计提

信用减值损失，对本期业绩影响较大。后续公司将通过进一步加强与项目方的沟通

和监管，争取及早实现投资的有序退出。 

（一）主营业务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资产管理

收入 9,304,822.69 4,312,957.68 53.65 -45.03 -28.66 

减少

10.64个

百分点 

投资业务

收入 12,464,554.19 3,376,765.59 72.91 -28.01 2,151.18 

减少

26.22个

百分点 

租赁收入 

3,861,758.15 2,173,039.53 43.73 -46.30 -57.96 

增加

15.60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境内收入 19,120,811.50 7,999,870.80 58.16 -26.02 -29.61 
增加 2.14

个百分点 

境外收入 6,510,323.53 1,862,892.00 71.39 -58.23 不适用  

 

（二）主要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Greencourt Capital 

Inc. 
投资咨询管理 

投资咨询

管理 

美元

800.74 

美元

3,345.40 

美元 

-788.88 

美元 

-887.74 

大江食品（香港）有限

公司 

食品销售、投

资管理 

投资咨询

管理 

美元

463.00 

美元

3,850.79 

美元 

238.12 

美元 

-508.43 

上海仁晖实业有限公司 
投资与物业管

理 

投资咨询

管理 
5,000.00 7,911.17 7,340.17 2,398.63 

上海大江晟欣食品有限

公司 

食品销售、投

资管理 

投资咨询

管理 
14,000.00 14,405.51 13,986.81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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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庭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投资咨询管理 

投资咨询

管理 
3,000.00 4,254.38 3,441.94 269.04 

上海亘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投资咨询管理 

投资咨询

管理 
3,000.00 3,206.18 3,151.98 147.72 

安徽仁晖不良资产处置

有限公司 
不良资产业务 

不良资产

业务 
3,000.00 18,839.35 -30.49 -30.49 

上海亘通叁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不良资产业务 

不良资产

业务 
4,900.00 7,455.52 2,761.26 227.82 

上海亘通行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融资租赁租赁 

融资租赁

业务 
10,000.00 11,324.88 9,518.26 -69.32 

 

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较大的子公司：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Greencourt Capital Inc. 
美元

70.87 

美元-

893.01 

美元-

887.74 

大江食品（香港）有限公司 
美元

23.49 

美元-

508.43 

美元-

508.43 

上海仁晖实业有限公司  2,450.28 2,398.63 

上海绿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6.64 261.01 269.04 

上海亘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2.27 160.45 147.72 

上海亘通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763.33 227.82 227.82 

 

二、  2020 年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召开董事会会议 6次，具体内容如下：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2020 年 3月 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总裁工作报告》、《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9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2019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和聘用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抵押及质押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贷款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关

于延长处置金融资产授权有效期一年的议案》、《关于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关于终止受托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对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

失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关于召开 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2020年度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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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0年 4月 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对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3、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 2020 年 8月 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审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4、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0年 10月 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5、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0年 11月 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亘通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增资的议

案》、《关于对全资孙公司增资的议案》。 

6、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20年 12月 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确保股东大会在会议筹备、会

议提案、议事程序、表决程序、信息披露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同时，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对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方式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充分保证了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的合法有效。为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

等的地位并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公司股东大会目前均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同时在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三）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体系，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严格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加强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报告期

内，公司治理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 2021年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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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在后疫情时代充满了诸多不确性因素的挑战，全球范围

内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货币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公司

的国内外业务。2021 年，公司将秉持稳健、积极的总体指导原则，确保现金流、控

制成本、持续推进上市公司业务发展。 

1、坚持既有的战略定位，继续围绕不动产产业链，夯实资产管理业务，着力

聚焦不动产不良资产业务发展。以长三角为核心区域，抓住市场发展的机会，从

“困境资产”中挖掘其内在价值，提升公司投资管理规模和效益，提高公司主业的

盈利能力。同时，公司也将兼顾长期业务发展的持续性，注重打造提升公司原有不

动产投资的优势和专业能力在不良资产领域的实践能力。 

2、公司将根据战略需要及结合市场时机，继续实施非主营存量资产的处置，

优化资产分布结构，为夯实公司主营业务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以实现资产效益和

价值最大化为原则，公司将妥善实施美国业务的处置工作。 

3、进一步强化公司内部管理，提升财务管理水平、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以提

升管理水平为抓手使得管理更加精细化、信息化，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

营成本。结合公司业务的战略目标，公司积极开展成本“瘦身计划”，激发内部活

力，一方面降低人力成本、不断提高人均效能，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运营成本的精细

化、节约化管理降低公司的其他各项成本费用。 

4、结合近期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机遇，公司将积极研

究利用资本市场提升公司发展水平的措施和方案。 

 

以上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 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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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作为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忠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

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的作用，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现将 2020 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董事成员中夏旸、刘昭衡和鲍勇剑为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

数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独立董事人数比例和专业配置

的要求。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夏旸，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欣元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创

悟邦（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兼职合伙人。曾任联想投资董事总经理、合伙人，资

和信电子支付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华东区总裁，三胞集团执行副总裁，上海创业接力集

团副总裁等。 

刘昭衡，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曾任光大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项目经理，上海瑞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西部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601168）总裁，盛达集团副总经理，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总裁等。 

鲍勇剑，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加拿大莱桥大学（University of Lethbridge） 

管理学院教授（终身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EMBA 项目特聘教授。曾任美国南加州大

学亚太工业策略发展所副所长，并为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多家国际性公司担任教育

和企业策略咨询顾问，天平汽车保险的独立董事，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客座教授，加

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终身职)，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三人未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任何职务,也未

在公司主要股东担任任何职务,与公司以及公司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妨碍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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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1、出席董事会情况： 

姓名 本年应参加董

事会会议（次） 

亲自出席（次） 以通讯方式参

加（次） 

委托出席（次） 缺席（次） 

刘昭衡 6 6 6 0 0 

夏旸 6 6 6 0 0 

鲍勇剑 6 6 6 0 0 

     2020 年度公司召开了 6次董事会会议。在出席会议前，我们都主动通过各种渠

道调查、获取做出决议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投资运作情况，

并认真审议了董事会的各项议案，为董事会的重要决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会议

上认真审议每个议题，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及最终发表独立意见。从公

司规范发展角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切实维护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也积

极听取并采纳我们的意见,进一步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 

    2、出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我们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书面议案方式向大会进行了述职。 

    3、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2020 年，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的公司各期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我们认真听取

公司管理层对相关事项的介绍，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发展情况，运用专业知识和

企业管理经验，对公司董事会相关议案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了指导和监

督的作用。公司管理层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沟通交流，及时报告公司经营情况和重大

事项进展情况，为我们履职提供了完备的条件和支持。同时，我们非常关注报纸、网

络等公共媒体对公司的宣传和报道，加深对公司的认识和了解，并及时与公司董事会

秘书沟通相关的内容。 

三、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一）关联交易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受托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前我们审阅了上述关联议案及相关资

料，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会上我们发表如下意见：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了全面审

慎决定，公司终止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表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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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终止受托管理，有

利于上市公司提升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本次委托项目终止对上市公司无实质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终止受托管理。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三）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情况 

公司年初预计，公司 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00万

元到-1,8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040 万元到 5,640万元。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1年 1月 30 日披露了 2020年业绩预告。 

（四）聘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和聘用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我们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我们通过对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情况的审核和评价，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五）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 

由于 2020 年母公司累计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亏损，因此 2020 年度公司不分

配股利或红利，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根据《企业

会计制度》、《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由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不具备

现金分红的条件，因此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我们对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无异议。 

（六）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七）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后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

超过人民币 4亿元。我们发表如下独立董事意见：公司 2020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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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 2020 年度经营需求，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

股资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体系范围的公司，公司承担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00 万

元，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上海绿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申请人民币 6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所有担保没有引起诉讼、逾期的担

保。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占用资金情况。 

（八）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股东没有发生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九）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2020 年，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发布定期报告 4 个、临时公告

40个，并及时回复监管部门的日常相关询问。我们对公司 2020年度信息披露的执行

情况进行了持续监督，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各项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开展信息披露工作，能够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公平地披露公司信息。 

（十）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指引》等规定，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操作流程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并得到有效的执行和实施，能够保障公司各

项投资经营活动有序开展，未发现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重大缺陷。 

（十一）董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其下属专门委员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按照各自工作细

则，以认真负责、勤勉诚信的态度履行各自职责。 

（十二）对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2020 年 3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对截至 2019 年底四项金融资产

进行单项减值测试，确认减值损失人民币 2,237.68 万元。我们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此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依据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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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能有效规避财务风险，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提供可

靠、准确的会计信息，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信用减值

准备的计提。 

四、总体评价 

2020 年，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了职责；

同时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通过各种方式主动调查和认真分析了公司

投资经营情况，对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审议，并以谨慎、负责的态度行使了

表决权。在公司治理和重大经营决策方面，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

发表了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保证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维护了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 

以上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刘昭衡、夏旸、鲍勇剑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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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2020 年，公司监事会严格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勤勉尽责，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财务情况、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等

方面进行了认真监督检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主要工作

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1、报告期内监事会会议情况 

（1）2020年 3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 2020年第六次全体会议，监

事会成员均亲自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9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终止受托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对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2019 年年度报告及

报告摘要》等。 

（2）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监事会成员均亲自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等。 

（3）2020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监事会成

员均亲自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等。 

（4）2020 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 2020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

监事会成员均亲自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2、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报告期内召开的部分董事会会议。 

3、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实施了监督，检查了公司的财务管

理和会计核算工作。 

二、监事会对 2020 年度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运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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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完善的财务会计和内审制度；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程序合法有序；股东大会和

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情况，也未

发生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的情况；有关信息的披露及时、真实、充分。 

    2、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管理严格、规范，不存在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和制度的情况。

监事会审议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审议了 2020年度审计报告，认为该报告客观、真实、公

允地反映了本公司 2020 会计年度的经营成果。 

3、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募集资金，也没有本年度之前的募集资金的使用延续到本年

度的情况。 

4、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所发生的资产出售行为，价格合理，没有发现内幕交易和损害股

东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行为。 

5、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各项关联交易均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决

策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战略需要，

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权益。 

6、监事会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为 600万

元，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

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重点 

2021 年度，监事会将继续严格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充分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忠实、勤勉的履行监督职责，对公司董事会的依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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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公司持续优化内部控制

管理体系，切实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重点工作为：持续加强财务监督与检查，重点围绕关联交易、资金管理和内控机

制等方面强化监督；积极开展监事会日常议事活动，做好各项议题的审议工作，并按

照上市公司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认真完成各项专项审核、检查和监督评价活动。 

以上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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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 

2020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如下： 

一、前言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63 万元，投资收益 513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20 万元，资产处置收益 8,233 万元，管理费用 2,699 万元，财务费用 287 万元，

信用减值损失-5,846 万元，净利润-2,094 万元，其中归母净利润为-2,159 万元，每股

收益-0.03 元，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8,119 万元，扣非后每股收益-0.11 元。期末公司

总资产 96,064 万元，总负债 29,492 万元，所有者权益 66,572 万元，期末每股净资产

0.9361 元。资产负债率 30.7%，较去年上升 13.35 个百分点。 

二、主要财务损益指标情况分析  

 

科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比例 

一、营业收入 25,631,135.03 41,432,671.34 -38.14% 

二、营业总成本 40,320,578.45 62,250,335.93 -35.23% 

  其中：营业成本 9,862,762.80 11,365,014.69 -13.22% 

    税金及附加 596,524.54 1,070,250.07 -44.26% 

    管理费用 26,991,932.88 41,576,841.01 -35.08% 

    财务费用 2,869,358.23 8,238,230.16 -65.17% 

加：其他收益 204,184.78 71,794.12 184.40% 

    投资收益 5,133,669.08 35,987,303.97 -85.7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195,863.22 34,116,101.34 -132.82% 

    信用减值损失 -58,458,489.70 -20,841,352.45 180.49% 

    资产处置收益 82,333,339.61 0.00    

三、营业利润 3,327,397.13 28,516,182.39 -88.33% 

加：营业外收入 70,939.95 52,121.67 36.10% 

减：营业外支出 5,825,923.09 969,535.47 500.90% 

四、利润总额 -2,427,586.01 27,598,768.59 -108.80% 

减：所得税费用 18,507,906.94 -10,167,996.19 -282.02% 

五、净利润 -20,935,492.95 37,766,764.78 -155.43% 

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585,310.45 38,398,424.43 -1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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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收入、成本 

本年营业收入 2,563 万元，比上年减少 1,580 万元，同比降幅 38.14%，主营业务

类型延续上年，但由于本年资产管理规模收缩、投资规模及收益率下降、大华项目改

造租户清租等原因，各项收入均有所下降。主要包括资产管理收入 931 万元，投资业

务收入 1,246 万元（其中不良资产业务收入 566 万元），租赁收入 386 万元。境内收

入 1,912 万元，境外收入 651 万元。  

本年营业成本为 986 万元，比上年减少 150 万元，同比降幅 13.22%，主要是资

产管理成本及租赁成本下降。 

（二）期间费用 

1、管理费用 

本年管理费用 2,699 万元，较上年减少 1,458 万元，同比降幅 35.08%。主要原因

如下表所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变动额 

职工薪酬 15,855,829.69 19,536,353.32 -3,680,523.63 

咨询服务费 3,725,225.12 5,089,772.06 -1,364,546.94 

租赁费 3,448,231.55 5,056,595.47 -1,608,363.92 

差旅费 394,723.66 1,216,023.53 -821,299.87 

修理费 167,420.21 2,768,311.81 -2,600,891.60 

 

2、财务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变动额 

利息支出 2,806,941.63 7,826,313.46 -5,019,371.83 

减：利息收入 158,183.27 278,291.39 -120,108.12 

汇兑损益 20,935.17 -72,210.75 93,145.92 

金融机构手续费 199,664.70 762,418.84 -562,754.14 

合  计 2,869,358.23 8,238,230.16 -5,368,871.93 

 

本年财务费用 287 万元，较上年减少 537 万元，同比降幅 65.17%。主要是 a、

公司继续去杠杆缩减金融机构融资规模，贷款利息支出低于上年。b、本年产生的银

行手续费较上年减少。 

（三）信用减值损失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九次股东大会（2020 年年会）会议材料 

 - 20 - 

    本年信用减值损失 5,846 万元，较上年增加 3,762 万元，同比增幅 180.49%。

本年主要是涉及美国地产项目的相关债权投资按准则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所属公司 科目 客户名称 
债权账面余

额 

以前年度已

计提减值额 

2020 年当期

减值额 

Greencourt 

Capital Inc. 

长期应收

款 
GCI 9th & O LLC 9,165.53 1,366.58 3,838.16 

大江食品（香港）

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Greencour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L.P. 

5,122.05 541.39 1,793.91 

合计     14,287.58 1,907.97 5,632.07 

 

（四）投资收益 

本年投资收益 513 万元，较上年减少 3,085 万元，同比减幅 85.73%。主要是本

年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收益较上年减少。本年投资收益主要包括申万宏源股票

股利收益 116.28万元和出售部分申万宏源股份收益 53万元，泽禾二号股票收益 2,306

万元，利用闲余资金投资非保本型理财取得的收益 193 万元，美国合营企业权益法

亏损 2,205 万元等。 

（五）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本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120 万元，较上年减少 4,531 万元，主要是本年申万宏

源股票价值变动 180 万元和泽禾二号持有股票价值变动-1,412 万元。 

（六）资产处置收益 

本年资产处置收益 8,233 万元，较上年增加 8,233 万元，主要是本年原塔汇养鸡

场地块动迁处置收益。 

（七）营业外支出 

本年营业外支出 583 万元，较上年增加 486 万元。本年主要是租房押金损失

216 万元，因疫情项目推迟退出，管理人退还管理费 365 万元。 

 

三、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情况分析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55,539,393.15 130,972,317.81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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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 157,088,470.98 169,240,202.24 -7.18% 

其他应收款 80,943,399.71 28,288,583.37 186.13% 

持有待售资产 14,650,878.11 16,657,180.90 -12.0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1,567.38 49,286,853.00 -99.96% 

其他流动资产 18,335,909.48 19,599,909.48 -6.45% 

流动资产： 328,727,896.13 416,163,943.92 -21.01% 

债权投资 158,001,667.46 0.00    

长期应收款 42,507,462.68 78,332,261.70 -45.73% 

长期股权投资 119,587,506.33 147,747,354.57 -19.06%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31,019,683.70 36,808,808.72 255.95% 

投资性房地产 6,084,498.39 22,032,582.59 -72.38% 

固定资产 851,150.92 997,631.28 -14.68% 

无形资产 3,426,322.28 3,757,261.04 -8.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7,060,106.81 148,160,402.34 12.76%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1,910,706.63 442,070,146.19 42.94% 

资产总计 960,638,602.76 858,234,090.11 11.93% 

短期借款 16,037,260.42 30,072,000.00 -46.67% 

应付账款 3,386,314.96 800,329.89 323.11% 

预收账款 23,340,758.45 4,875,097.53 378.78% 

应交税费 19,424,108.84 3,562,342.46 445.26% 

其他应付款 34,736,698.95 52,433,781.25 -33.7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00 36,927,897.87 -100.00% 

 流动负债： 98,230,859.87 129,941,516.03 -24.4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864,332.98 18,927,542.65 -0.33% 

其他非流动负债 177,824,362.13 0.00    

非流动负债： 196,688,695.11 18,927,542.65 939.17% 

负债合计 294,919,554.98 148,869,058.68 98.11% 

股本 711,132,100.00 711,132,100.00 0.00% 

其他综合收益 -6,597,528.16 11,112,962.55 -159.37% 

未分配利润 -509,342,965.97 -487,757,655.52 4.43% 

股东权益： 665,719,047.78 709,365,031.43 -6.15% 

 

   （一） 资产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96,064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32,873 万元、

非流动资产 63,191 万元。 

1、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32,873 万元，较年初减少 8,743 万元，同比降幅 21.01%，

其中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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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5,554 万元，较年初减少 7,543 万元，同比降幅 57.59%。

主要是本年：1、归还部分金融机构借款；2、购买非保本型理财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3、开展不良资产业务投入自有资金。 

B.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15,709 万元，主要是申万宏源股票市值 7,675 万元，

泽禾二号基金 3,512 万元，兴业金雪球-优先 3 号 2,507 万元，光银现金 A 2,015 万

元。 

C.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8,094万元，较年初增加 5,265万元，同比增幅 186.13%。

主要是本年：1、部分债权续期，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科目重分类到该科

目，其中与美国地产相关的债权计提大额信用减值损失；2、新增不良资产业务的保

证金。 

D. 持有待售资产期末余额 1,465 万元，年初余额 1,666 万元。主要是：1、原塔

汇养鸡场地块动迁本年处置结束，从该科目结转；2、2020 年 11 月 2 日已就位于沈

砖公路的工业房产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按准则将该房产账面价值从“投资性房地

产”转入该科目。 

E.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2 万元，较年初减少 4,927 万元，同比降

幅 99.96%。主要是本年部分债权续期，重分类到“其他应收款”科目。 

2、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63,191万元，较年初增加 18,984万元，同比增幅 42.94%，

其中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是： 

A. 债权投资期末余额 15,800 万元，较年初增加 15,800 万元，主要是本年新增

不良资产业务，确认时按金融工具准则分类到该科目。 

B. 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 4,251 万元，较年初减少 3,582 万元，主要是本年：1、

与美国地产项目相关的债权计提大额信用减值损失；2、美元汇率下降。 

C.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 11,959 万元，较年初减少 2,816 万元，主要是本年 1、

境外合营企业权益法产生亏损；2、美元汇率下降。 

D.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13,102 万元。较年初增加 9,421 万元，主要是

本年新增不良资产业务，确认时按金融工具准则分类到该科目。 

E. 投资性房地产期末余额 608 万元，较年初减少 1,595 万元，主要是 2020 年 11

月 2 日已就位于沈砖公路的工业房产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按准则将该房产账面

价值从该科目转入“持有待售资产”科目。 

F.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16,706 万元，较年初增加 1,890 万元，同比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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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主要是本年预付大华项目装修费。 

 

（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负债 29,492 万元，所有者权益 66,572 万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6,572 万元。 

期末总负债 29,492 万元，比年初增加了 14,605 万元，同比增幅 98.11%。其中变

动幅度较大的项目是： 

1、公司借款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 1,604 万元，比年初

减少 5,096 万元，同比降幅 76.06%。主要是本年公司去杠杆缩减了融资规模。 

2、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339 万元，比年初增加 259 万元，同比增幅 323.11%，主

要是本年增加应付不良资产处置费用。 

3、预收账款期末余额 2,334 万元，比年初增加 1,847 万元，同比增幅 378.78%，

主要本年预收位于沈砖公路的工业房产部分购房款。 

4、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1,942 万元，比年初增加 1,586 万元，同比增幅 445.26%，

主要是本年预提应交所得税。 

5、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3,474 万元，比年初减少 1,770 万元，同比降幅 33.75%。

主要是本年偿还部分第三方往来款。 

6、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17,782 万元，比年初增加 17,782 万元，主要是本

年新增不良业务分期应付款及合伙基金其他权益方负债。 

7、其它综合收益期末余额-660 万元，比年初减少 1,771 万元。主要是本年美元

汇率下降。 

 

四、现金流量表分析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500,014.29 -8,238,124.28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565,024.33 172,419,724.67 -77.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899,445.56 -128,055,393.21 不适用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750 万元，上年净额为-824 万元。 

1、 本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2,699 万元，较上年减少 4,653 万元。其中本年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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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提供劳务取得的现金流入比上年减少 2,597 万元，收到其他经营活动的现金流

入下降 2,056 万元。 

2、 本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7,449 万元，较上年减少 727 万元。主要是本年支付

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出减少 743 万元，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 72 万元。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857 万元，上年净额为 17,242 万元。主

要原因是本年对外投资收回现金减少。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390 万元，上年净额为-12,806 万元，主

要是公司继续缩减融资规模，偿还债务而支付了现金。 

以上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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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各位股东： 

公司 2020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1,585,310.45 元，累

计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509,342,965.97 元；母公司 2020 年度税后净利润为

53,379,296.95元，累计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422,982,135.25元。 

因母公司 2020 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亏损，建议 202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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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和 

聘用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关于 2020年度审计费用 

根据公司第二十八次股东大会（2019 年年会）决议，同意公司以市场价格聘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根据 2020 年度审计工作情况，经与中审众环事

务所协商，拟定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90 万元，内部控制报告审计费用为

20 万元。事务所人员在审计期间所发生的有关交通、食宿等费用为 1.5 万元，公司

予以实报实销。因此，公司需支付给中审众环事务所的费用为 111.5万元。 

二、关于聘用 2021年度审计机构 

中审众环事务所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中，能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审计工作，出具的各项报告能够客观、真

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建议公司以市场价格继续聘用中审众环

事务所为我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的审计机构，事务所人员在审计

期间所发生的有关交通、食宿等费用，公司予以实报实销。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九次股东大会（2020 年年会）会议材料 

 - 27 -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抵押及质押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后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的资产抵押及质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亿

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资产抵押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在股东会授权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一、抵押情况： 

序号 抵押单位 抵押物 

抵押金额

（人民币万

元） 

抵押原因 

1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谷阳南路 28 弄

1 号 1_2 层 
1,000.00 企业自身借款 

 

为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建议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资产抵押及质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前提下，继续办理相关资产

抵押及质押业务，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上述授权范围内资产抵押及质押的相关合

同、协议等。本次资产抵押及质押的授权期限为自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后

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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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贷款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后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的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1,600.00

万元，在股东会授权范围内。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贷款人 贷款额(人民币万元) 

1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 上海绿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0.00 

 

    为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建议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前提下，继续办理相关贷款业务，并授

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上述授权范围内贷款相关的合同、协议等。本次贷款的授权期限为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后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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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后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00 万

元，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上海绿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没有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为提高决策效率，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建议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被担保对象情况见附表）2021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或其他履约义

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上述授权范围

内担保协议等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至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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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名

称 

注册

地点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

入 

资产负

债率 

影响被担任

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

事项 

持股

比例 

与担保人

的关系 

1 
上海仁晖实

业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 
林鹏程 

投资与物

业管理 
5,000.00 7,911.17 571.00 7,340.17 2398.63  0 7.22% 无 100% 

全资子公

司 

2 

上海大江晟

欣食品有限

公司 

中国

上海 
林鹏程 

食品销

售、投资

管理 

14,000.00 14,405.51 418.70 13,986.81 -0.13  0 2.91% 无 100% 
全资子公

司 

3 

上海绿庭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

上海 
林鹏程 

投资咨询

管理 
3,000.00 4,254.38 812.44 3,441.94 269.04  516.64 19.10% 无 100% 

全资子公

司 

4 

上海亘通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

上海 
林鹏程 

投资咨询

管理 
3,000.00 3,206.18 54.20 3,151.98 147.72  442.27 1.69% 无 100% 

全资子公

司 

5 

安徽仁晖不

良资产处置

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 
林鹏程 

不良资产

业务 
3,000.00 18,839.35 18,869.84 -30.49 -30.49  0 

100.16

% 
无 100% 

全资子公

司 

6 

上海亘通行

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中国

上海 
张广中 

融资租赁

租赁 
17,500.00 11,324.88  1,806.62 9,518.26 -69.32  29.25 15.95% 无 100% 

全资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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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权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目前持有申万宏源（000166）1,453.5 万股非限售流通股，截至 2020年底，

申万宏源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5.28元。 

为优化公司资产配置，降低公司资产受证券市场的波动风险，以及考虑到资本市

场变化较大，很多买卖机会稍纵即逝，建议股东大会同意授权经营班子根据公司发展

战略、证券市场情况以及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择机处置持有的 1,453.5 万股申万宏

源股票（若在授权期间申万宏源发生除权事项的，则处置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授权

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日起一年内。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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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类型 

公司将严格控制投资风险，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评估，所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为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评级低的理财产品。 

（四）投资额度及投资期限 

最高理财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单一

产品最长投资期不超过 12 个月。委托理财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五）委托理财审议权限授权 

公司管理层在上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文

件，由资金部负责办理具体事宜。 

（六）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将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的评估、筛选，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在投资理财产品期间，公司将密切与金融机

构保持联系，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情况，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

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加强风

险控制与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公司上述业务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不得与非正规

的机构进行交易。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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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及资金投向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最高理财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的额度内，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评级低的理财产品，具体委

托理财合同条款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对委托理财项目制定了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及流程，以保障资金安全及保

持合理的流动性、满足公司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求为主要原则，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

制；公司严格评估选择办理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

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为合作方，并根据业务

需要与合作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理财产品的金额、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

任等，着重考虑理财产品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与公司资金计划安排是否匹配，把资

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

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为信用评级较高、履约能力较强的银行、券商等金融机

构。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得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 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60,638,602.76     858,234,090.11  

负债总额    294,919,554.98     148,869,058.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65,719,047.78     705,014,848.93  

货币资金          55,539,393.15        130,972,317.81  

 2020年度 2019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500,014.29         -8,238,124.28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0.7%，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

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拟购买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资金来源为自有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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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求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购买理财产品，提

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取得一定理财收益，从而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会计处理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理财产品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流动

资产”。 

五、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拟委托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评级低的投资品种，但

不排除该投资受宏观经济、政策因素、投资市场波动等风险影响，短期投资的实际收

益难以预期。 

六、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1,300 9,000 177.05 2,300 

2 结构性存款 200 200 0.33 0 

合计 11,500 9,200 227.23 2,3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单位：万元） 11,3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97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0.8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单位：万元） 2,3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单位：万元）  15,700 

总理财额度（单位：万元）  18,000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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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情况概述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20年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509,342,965.97 元，实收股本为

711,132,100.00 元，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亏损原因 

虽然近年来公司积极转型，加大对主营业务的调整，加强降本增效措施，努力提

升公司利润总额，弥补亏损，但是主营业务整体规模依旧偏小，未弥补亏损金额仍超

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三、改进措施 

针对公司目前面临的种种困难，董事会要求公司管理层积极分析行业发展趋势

和公司内外部环境，克服重重困难，加快公司业务转型，坚定围绕“业务聚焦、降本

增效、创新发展”的经营方针，争取扭亏为赢，在积极进取中努力开拓新的局面。通

过以下措施帮助公司度过难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一） 聚焦公司发展战略，扩大营业收入规模 

公司确立了“中国不动产投资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利用自身的不动产投资管理

和资产管理能力，发掘提升不动产的内在价值。2021 年，公司将继续夯实资产管理

业务，着力聚焦不动产不良资产业务发展，抓住目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以及整

体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不良资产规模持续增长的机会。加大对不良业务的投资

力度，打造提升公司原有不动产投资的优势和专业能力在不良资产领域的实践能力，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 收缩非核心业务，优化公司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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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收缩非战略核心业务、非主营业务的发展规模，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集中资源强化核心竞争力，为夯实公司主营业务以及实现战略目标提供持有、有力的

支持。后续公司将持续推动资产处置和业务优化重整，以改善利润为核心，以实现资

产效益和价值最大化为原则，积极妥善处置不符合公司战略的资产及业务。 

（三） 强化公司内部管理，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进一步强化公司内部管理，提升财务管理水平、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以提升管理

水平为抓手使得管理更加精细化、信息化，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结合公司业务的战略目标，公司积极开展成本“瘦身计划”，激发内部活力，一方面

降低人力成本、不断提高人均效能，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运营成本的精细化、节约化管

理降低公司的其他各项成本费用。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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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度报告 

各位股东：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已于 2021年 4月 2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年报摘要于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大公报》上公开披露，敬请查阅。 

请各位股东审议。 

 

董事会 

  2021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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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 

按照《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任期三年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已

满三年，需进行换届选举。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候选人的资

格审查，第九届董事会提名龙炼先生、朱家菲女士、林鹏程先生、蓝玉成先生、张羿

先生、孙维玲女士、刘昭衡先生、陈岗先生、刘元盛先生等九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简历后附），其中刘昭衡先生、陈岗先生、刘元盛先生三人为独立董事

候选人，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 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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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龙炼，男，1976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企业管

理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任上海四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绿洲怡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星晨旅游集团董事、复旦大学证券研究

所特聘研究员，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等。 

龙炼先生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或间

接控制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家菲，女，1965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日本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朱家

菲女士 2019年 9月从本公司退休。曾任职于埃森哲咨询有限公司供应链部咨询顾问，

本公司独立董事，董事，常务副总裁，监事会主席，绿庭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朱家菲女士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

或间接控制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林鹏程，男，1984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硕士学位，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曾任上海联和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金融产品部分析师，上海国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业务部项目

经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投资银行部产品经理，本公司总裁助理，以及

华设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苏州工业园区英庭惠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等。 

林鹏程先生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

或间接控制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蓝玉成，男，1982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曾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高级经理等。 

蓝玉成先生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

或间接控制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张羿，男，1985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 Viinet Inc.总裁。曾任渣打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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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经理，本公司资金部总经理等。 

张羿先生任职的 Viinet Inc.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其与第一大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张羿先生未直接持有或间接控制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维玲，女，1971 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

任上海圣大燕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辑。曾任上海竹园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上海

集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办公室经理，华东政法大学教辅等。 

孙维玲女士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

或间接控制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刘昭衡，男，1974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财务

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曾任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项目经理，上海瑞兆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601168）总裁，盛达集团副总经理，新华联矿

业有限公司总裁等。刘昭衡先生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等工作，熟悉国家产业、财务、会

计、税务、工商政策，对企业财务和投资管理等具有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刘昭衡先生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岗，男，1976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凤璟科创融合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

创始合伙人、总经理，新三板上市公司奕通信息（835762）、鹿得医疗（832278）、上

海生农（872476）、鸿辉光通（832063）独立董事。曾任联合证券（已更名为华泰联

合证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经理、业务董事、投行四部（上海）总经理，中信建投证

券并购融资总部总经理助理兼上海部负责人，齐鲁证券（已更名为中泰证券）投资银

行总部副总经理、执行总经理，中山证券总裁助理兼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场外市场

部总经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上海蓝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等。 

陈岗先生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元盛，男，1971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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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好奇猩（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EO。曾任上海顶茁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上海小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CEO 等。 

刘元盛先生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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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 

按照《公司章程》关于监事任期三年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已

满三年，需进行换届。第九届监事会提名杨蕾女士、胡倩琦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简历后附）。以上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与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 

  2021 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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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蕾，女，1977 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高

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现任本公司监事、总裁助理，曾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总

裁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杨蕾女士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倩琦，女，1970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现

任上海斟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曾任上海绿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经理，上

海绿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策划总监，上海晖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绿庭尚城项

目总经理等。 

胡倩琦女士目前与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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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和监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十届董监事津贴标准拟定如下： 

1、独立董事：每人人民币 12 万/年（税前）； 

2、外部非独立董事：每人人民币 6 万/年（税前）； 

3、外部监事：每人人民币 6 万/年（税前）； 

4、内部董监事和职工监事按其在上市公司担任的其他职务领取薪酬，不领取津

贴。 

本议案所称“外部非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是指：除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或监事职

务外不在上市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或监事。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 

  2021 年 5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