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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22-07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

于 2022 年 4 月 1 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送达至各位董事，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料，同时

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内容和方式。 

2、本次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在深圳中洲圣廷苑酒店金秋厅召开，以现场方式进

行表决。 

3、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贾帅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

会。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董事会同意将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提交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钟鹏翼、张英、叶萍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2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并将在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2-10

号公告《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及 2022-12 号公告《独立董事 202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2、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1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董事会同意该报告并入董事会工作报告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2-10

号公告《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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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议

案》。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全面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德师报(审)字(22)第 P02590 号）。 

（1）经审计后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及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元） 
 8,676,138,938.35  10,697,019,545.17  -18.89%  7,213,165,82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205,929,030.96   281,350,353.66  -26.81%  787,168,95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82,106,770.13   275,834,147.20  -33.98%  89,480,51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43,889,921.31   1,227,711,579.30  -88.28%  -842,590,795.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97   0.4232  -26.82%  1.18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97   0.4232  -26.82%  1.18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3.60% -1.01% 10.56%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元） 
41,438,074,441.46  44,443,757,648.47  -6.76% 45,141,526,98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8,046,349,218.87   7,873,661,744.86  2.19%  7,556,181,258.45  

（2）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及指标说明 

①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676,138,938.35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8.89%，主要原因是

本期竣工结算的房地产项目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②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929,030.96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6.81%，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③2021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889,921.31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8.28%，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税费同比增加所致。 

4、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预案

的议案》。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德师报(审)字(22)第 P02590 号审计

报告，本公司（母公司）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 265,980,328.19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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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2,050,489.87 元，减去分配 2020 年度现金红利 33,241,556.95 元，母公司 2021 年末实际

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5,894,789,261.11 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拟提出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预案如下： 

（1）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已达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本年度不再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2）按照母公司净利润和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共计 5,894,789,261.11 元，作为分红基金的

来源。以公司年末总股本 664,831,139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2 元（含税），

合计共派现金 21,274,596.45 元（含税），占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5,929,030.96 元的 10.33%，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公司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

预案的分红标准和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的现金分红水平与房地产行业上

市公司平均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 

如公司在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之前发生增发、回购、可转债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分红派

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份数发生变化，每股股息将在合计派息总额不变的前提下相应调整。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

议案》。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2-09

号公告《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议案》。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

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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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

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

性评价结论的因素。公司已经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在完整性、合规性、有效性等方面不存在

重大缺陷。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 2022-18 号公告《2021 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7、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

计机构。审计费用共计人民币 296 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人民币 208 万元，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人民币 88 万元。以上费用包括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及报告出具费用、内部控制审

计及报告出具费用、其他与年度审计相关的专项报告费用以及交通费、住宿费等。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 2022-14 号公告《关于拟聘请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关于核定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根据日常经营工作的需要，公司将与控股股东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单位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包括公司向关联方承租物业、为关联方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等，预计 2022 年

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0,325 万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 2022-13 号公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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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董事会同意本次核定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关联董事贾帅、申成文已回避

对本议案的表决。 

9、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核定公司 2022 年度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 2022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95 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各级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90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各级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5 亿元。有效期自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决策，董事会在取得

股东大会前述授权之同时，进一步转授权公司董事长对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进行决策。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 2022-15 号公告《关于核定公司 2022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核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发布的 2022-16 号公告《关于核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董事会同意本次核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00 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3088 号中洲大

厦 38 楼 3814 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2-17

号公告《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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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