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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22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会议地点：广州市东风中路 362 号颐德大厦 30 楼第一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张研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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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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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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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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约人民币 64
亿元，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本次不存在反担保。无对外担
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及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担
保总额不超过约人民币 64 亿元，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具体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持股

担保

比率

额度

（%）

（亿元）

担保人与被担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

保人的关系
广州珠江
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珠江
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珠江实
业投资有限
公司

系担保人全资
子公司

项目

100.00

6.00

湖南武高科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系担保人全资
子公司

100.00

6.00

湖南珠江
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湖南武高科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系担保人控股
子公司

82.00

7.00

湖南珠江
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湖南新地置
业发展有限
公司

系担保人控股
子公司

82.00

5.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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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担保

担保人与被担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
比率

额度

保人的关系

项目
（%）

广州珠江
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珠江
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珠江
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珠江
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亿元）

广州卓盈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系担保人全资
子公司

100.00

18.00

荷景路项
目开发贷
款

广东金海投
资有限公司

系担保人全资
子公司

100.00

6.00

环东广场
项目贷款

5.50

塔岗村、
公安村项
目开发贷
款

10.50

云湖花城
项目开发
贷款

64.00

--

广州璟润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系担保人控股
子公司

广州市品实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系担保人控股
子公司

66.00

51.00

合计

在 2022 年度新增担保金额未超过授权总额的情况下，可在内部适度调整公
司与各个全资子公司之间、各个控股子公司之间（包括新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
的具有控制权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提请公司董事会同意在获得股东
大会授权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
的担保事项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签署、更改相关协议，或办理其他有关手续，
超出授权范围外的其他事项，公司将另行履行决策程序。以上担保事项授权期限
自本议案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一年内。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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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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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曾德煊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 万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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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与担保人的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960,618,863.40
元，资产净额为 1,412,173,797.36 元，营业收入为 1,331,594,079.56 元，净利
润 为 84,510,851.72 元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 经 审 计 的 资 产 总 额 为
5,034,332,478.65 元，资产净额为 1,411,309,374.24 元，2022 年 1-3 月的营业
收入为 38,382,221.29 元，净利润为-864,423.12 元。
（二）湖南新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金星北路三段 209 号
3.法定代表人：朱亚宁
4.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
5.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与开发（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
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基础设施
建设；房地产中介咨询服务；建筑、装饰装潢材料、钢材、机电产品、通信设备
批零兼营；高新技术的研发和技术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6.与担保人的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03,788,248.24 元，
资产净额为 34,689,872.12 元，营业收入为 53,724,717.48 元，净利润为
14,538,639.18 元，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20,485,505.67
元，资产净额为 34,631,702.26 元，2022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2,804,249.35
元，净利润为-58,169.86 元。
（三）湖南武高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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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金星北路三段 209 号
3.法定代表人：朱亚宁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200 万元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建筑、装饰材料、钢材、机电产
品（不含小轿车）、通信设备（专营除外）的零售批发。
6.与担保人的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0,439,152.51 元，
资产净额为 53,701,994.65 元，营业收入为 9,348,311.41 元，净利润为978,247.20 元，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59,417,160.41 元，
资产净额为 52,994,935.82 元，2022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1,514,088.28 元，
净利润为-707,058.83 元。
（四）广州卓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玉兰路 3 号 607
3.法定代表人：任明霞
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5.经营范围：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房地产开发经营;
6.与担保人的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53,908,117.79
元，资产净额为-16,655,581.06 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16,655,581.06
元，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772,533,132.22 元，资产净额
为 32,940,752.20 元，2022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403,666.74
元。
（五）广东金海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18 号
3.法定代表人：胡波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22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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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策划，投资策划、咨询（不含期货和
证券）；企业收购合并、重组及股份改造的咨询；公寓出售。
6.与担保人的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2021 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73,317,810.07
元，资产净额为-284,017,869.76 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5,577,439.00
元，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87,167,250.92 元，资产净额为284,437,228.38 元，2022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419,358.62
元。
（六）广州璟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碧堤四街 9 号 101 房
3.法定代表人：林绰浩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515.15 万元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6.与担保人的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7.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370,987,819.49
元，资产净额为 491,323.35 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8,887,785.86 元，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457,018,812.85 元，资产净额为11,778,189.16 元，2022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12,269,512.51
元。
（七）广州市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石沙路石井工业区三横路 7 号 106 单元
3.法定代表人：陈启明
4.注册资本：人民币 73,358 万元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
6.与担保人的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7.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2,470,945,713.66
元，资产净额为 1,340,181,331.61 元，营业收入为 201.00 元，净利润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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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70,808.25 元，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570,973,224.09
元，资产净额为 1,334,812,634.78 元，2022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
润为-5,368,696.83 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额度仅为预计最高担保额
度，该额度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审议并执
行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有关事宜，超出授权范围外的其他事项，公司
将另行履行决策程序。以上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有关担保事项尚需银行和/或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及
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会议，以 9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不超过约人民币 64 亿元，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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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珠实集团的担保余额为 47.30 亿元，均为反担保。除本次
担保事项外，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81.48 亿元，其中，除对珠实集团的反担保
外，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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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合并
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375.52%和 157.52%，无逾期担保。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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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广州珠
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实集团”）借款，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
亿元，其中10亿元借款额度有效期2年，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六个月；6亿元借款
额度有限期1年，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可在上述额度
内滚动使用，借款利率不超过6%。
珠实集团持有公司31.10%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珠实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参见“一、关
联交易概述”之（四）。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答恒
诚、伍松涛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满足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保障发展需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珠实
集团借款。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其中10亿
元借款额度有效期2年，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六个月；6亿元借款额度有限期1年，
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借款
利率不超过6%。
（二）珠实集团持有本公司31.10%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2022年6月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提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
伍松涛回避表决。
2022年6月1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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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答恒诚、伍松涛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截至目前，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法人珠实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在原预计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基础上，补充预计公司与珠实集团或其
他关联企业发生的项目代建代管、物业管理及物业租赁交易。同意公司预计2022
年度项目代建代管、采购服务、物业管理和物业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详见《关
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21-069）。
2.公司在原预计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基础上，调整2021年度工程建设类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详见《关于调整2021年度工程建设类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2021-076）。
3.公司委托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经营物业。详见《关于委托
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经营物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编号：2021075）。
4.公司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下包括本金12.84亿元及其承销费、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由珠实集团为公司提供担
保，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详见《关于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22-01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71-375号世贸中心大厦南塔28、29、30
楼
法定代表人：迟军
注册资本：80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物业管理；对外承包工程；酒店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
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专业设计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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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家具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
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
活动）；游览景区管理;日用品出租；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劳务派遣服务。
财务情况：2021年全年营业收入为1,922,263.56万元、净利润为28,844.07
万元,截至2021年末,总资产为14,003,110.04万元、净资产为3,385,843.55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二）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珠江实业集团持有本公司31.10%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本公司关联
人，本公司向其借款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10亿元借款要素
1.借款额度：不超过10亿元
2.借款利率：年利率不超过6%
3.借款额度有效期：2年，可在有效期内滚动使用
4.借款期限：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6个月
5.定价政策：借款利率根据珠江实业集团融资成本确定，年利率不超过6%。
借款利率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结合资金市场情况定价，符合市场原则。
（二）6亿元借款要素
1.借款额度：不超过6亿元
2.借款利率：年利率不超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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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款额度有效期：1年，可在有效期内滚动使用
4.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5.定价政策：借款利率根据珠江实业集团融资成本确定，年利率不超过6%。
借款利率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结合资金市场情况定价，符合市场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保障公司发展需求；同时
对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能力及对公司发展有积极作用。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
观、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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