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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关于规范经营范围表述、住所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规范经营范围表述 

根据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的工作要求，公司应对原登记的经营

范围事项按规范条目进行调整，办理变更登记。本次调整并不涉及经营范围的实质性变更。具

体如下： 

原经营范围表述为“资产管理、股权、产权的投资转让，投资策划咨询服务、实业投资；

房地产业、科研信息咨询服务业及市场建设的开发投资和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

租赁（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 

规范后经营范围表述调整为“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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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门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二、住所变更 

鉴于公司在昆明租赁的办公场所租约期满，根据工作需要将择地租赁新的办公场所。现拟

将原工商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与联盟路交叉口卓越俊园10幢1单元3202室”变更为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与联盟路交叉口卓越俊园10栋2单元2317室”。 

三、鉴于上述情况，拟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修订如下： 

章节号 原《公司章程》内容 本次拟修订内容 

第一章

第五条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与联盟路交

叉口卓越俊园 10 幢 1 单元 3202 室  邮政编

码：650051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与联盟路交

叉口卓越俊园 10 栋 2 单元 2317 室  邮政编

码：65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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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十三

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股权、产权的投资转让，投资策划咨询服务、

实业投资；房地产业、科研信息咨询服务业

及市场建设的开发投资和经营管理，房地产

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凭许可证开展经营

活动）。”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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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门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经营范围的规范调整、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等事宜。调

整后的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修订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的规范表述为准。 

 

以上报告，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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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 2021 年度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中审众环”）具有相关业务资格，执业经验较为丰富，对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勤勉尽职，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遵守会计师

事务所的职业道德规范，能够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专业角度

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在中国证监会等各类监管机构的历次评价和检查中无重大

不良记录，有着良好的口碑和声誉。为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等要求，保持公司审计工

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提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拟继续聘请中审众环担任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有关费用总额拟定为人民币 150 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11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为 40 万元。具体如下： 

 

一、中审众环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中审众环始创于1987年，是全国首批取得国家批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及金融业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发布的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备案名单，本所具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债券审计机构的资格。

2013年11月，按照国家财政部等有关要求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号2-9层 

（5）首席合伙人：石文先 

（6）2021年末合伙人数量199人、注册会计师数量1,282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

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780人。 

（7）2021年经审计总收入216,939.17万元、审计业务收入185,443.49万元、证券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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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46.66万元。 

（8）2021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81家，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

产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农、林、牧、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采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审计收费18,088.16万元，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

客户家数8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审众环每年均按业务收入规模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补充计提职业风险金，购买的职业

保险累计赔偿限额9亿元，目前尚未使用，可以承担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3、诚信记录 

（1）中审众环最近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最近3年因执业行为

受到行政处罚1次、最近3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22次。 

（2）45名从业执业人员最近3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2人次，行政管理

措施43人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0次。 

 

二、具体审计人员及费用情况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王文政，2002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5

年起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2021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最近3年签署2家上市公司审计报

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明维，2019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4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18年起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2022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最近3年签署1家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根据中审众环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

为王明璀，2002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2年起开始在中

审众环执业，2021年起为美好置业提供审计服务。最近3年签署或复核7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王明璀和项目合伙人王文政最近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签字注册会计师王明维最近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

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3、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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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及项目合伙人王文政、签字注册会计师王明维、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明璀不存

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费用 

中审众环的审计服务收费是综合考虑公司业务规模、年度审计工作会计处理复杂程度、事

务所收费标准等因素，在公允合理的原则下由双方协商确定的。2021年审计费用总额为150万

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11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业务费用为40万元。2022年度审计费

用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以上报告，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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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 

关于拟受让关联方持有的美好装配全部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装配”）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为美好置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置业”、“公司”）与控股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集团”）、关联方武汉美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武汉美纯”）共同投资设立。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49%，美好集团持股比例为 45%，

武汉美纯持股比例为 6%。根据公司与武汉美纯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书》的安排，美好装配

自 2017 年起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拟与美好集团、武汉美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零元价格受让美好集团及武汉美

纯合计持有的美好装配 51%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美好装配 100%股权，美好装配成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美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美纯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参与发起设立的合伙企业，与本公

司构成关联方。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美好集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0019593H；企业名称：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光；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1996

年 5 月 14 日；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3020 号百货广场大厦西幢 1207；经营范围：高

科技产业的开发投资、实业投资、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美好集团资产总额92,570.74万元，负债总额47,652.03万元，净资产

44,918.72万元，2020年度净利润-1,239.97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美好集团资产总额

78,597.23万元，负债总额34,330.25万元，净资产44,266.98万元，2021年度净利润-651.74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2年11月30日，美好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398,828,4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17%，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经查询，美好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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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汉美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MA4KWQDC9P；企业名称：武汉美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类型：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袁厚剑；合伙期限：长期；成立日

期：2017 年 10 月 13 日；主要经营场所：武昌区东湖路 10 号水果湖广场 A 单元 6 层 2-1 号；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市场调查（不含商务和个

人调查）；企业形象策划。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武汉美纯资产总额 6,242.86 万元，负债总额 240 万元，净资产

6,002.86 万元，2020 年度净利润-0.01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武汉美纯资产总额 6,242.86

万元，负债总额 240.02 万元，净资产 6,002.84 万元，2021 年度净利润-0.01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武汉美纯由三名自然人发起设立。其中，普通合伙人袁厚剑现任公司审计部副主任；有限

合伙人刘怡祥现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均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武汉美纯为公司关联法人。

经查询，武汉美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391175653；企业名称：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娴；注册资本：80,000 万元；成立日期：2001 年 5 月 15

日；住所：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张家地村；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可承

担单项合同额 3000 万元以上的下列建筑工程的施工：（1）高度 200 米以下的工业、民用建筑

工程；（2）高度 240 米及以下的构筑物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劳务分包（持有效资质证从事经营）；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地基基

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金属门窗工程的施工及配套服务；装配式预制构件的技术研发、设计、

制造、安装、技术咨询服务；电子智能化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 

2、交易标的股权情况 

美好装配为公司与控股股东美好集团、关联方武汉美纯于 2017 年共同投资设立。其中公

司持股比例为 49%，美好集团持股比例为 45%，武汉美纯持股比例为 6%。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参与美好建设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20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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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依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交易标的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

况出具的众环审字（2022）1610190 号审计报告，美好装配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

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71,405 492,584 

负债总额 852,962 776,466 

净资产 -181,557 -283,882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33,052 42,224 

营业利润 -98,730 -102,351 

净利润 -99,424 -102,620 

 

4、其他说明 

经查询，美好装配是失信被执行人。2022年6月9日，美好装配被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依

据(2022)苏0213执2877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1,645,995元；2022年7月26日，美好装配被无锡

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依据(2022)苏0213执4056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2,993,149元；2022年10月9

日，美好装配被商河县人民法院依据(2022)鲁0126执1679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100,000元；2022

年11月22日，美好装配被肥西县人民法院依据(2022)皖0123民初3488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

4,391,258.9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上述案件系由于美好装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合同纠纷

45% 

美好未来企

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 

49% 6% 

美好置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武汉美纯企

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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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协议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利益。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为支持美好装配的业务发展，公司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于 2022 年度向其提供总

额不超过 56 亿元财务资助，公司收取不超过 10%/年的资金占用费，用于其项目建设及补充流

动资金。因美好装配其他股东不能以同等条件或者出资比例向美好装配提供财务资助，为降低

上市公司财务资助风险，美好集团和武汉美纯同意以其持有的美好装配股权，对美好装配的还

款义务提供相应保证。截至 2022 年 11 月末，公司累计向美好装配提供财务资助 52.84 亿元（含

利息），资金占用费率以市场价及成本价为定价依据，不低于公司同一时点的平均融资成本。 

鉴于美好装配于 2022 年度受到地产行业市场下行及疫情管控等不利因素影响，经营情况

未达预期，出现较大程度亏损，难以按期偿还公司的借款。因此，美好集团和武汉美纯同意按

照约定以零元对价将其所持有的美好装配股权转让给公司。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出让方：美好集团、武汉美纯；受让方：美好置业；目标公司：美好装配 

2、目标股权：出让方将其合计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 40,800 万元注册资本(“目标股权”)

转让给受让方，目标股权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的 5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持有目标

公司 80,000 万元注册资本，持股比例为 100%。 

3、股权转让价款：目标股权的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0 元（人民币大写零元整）。 

4、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于受让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协议所载股权转让事项

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装配式建筑是通过工厂标准化预制和现场装配结合的生产建筑方式，具备绿色、高效等特

征，是传统建筑行业向工业化制造升级的必然方向。在当前政策与市场形势下，预计装配式建

筑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尤其在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保障房、租赁型住房等市场具有广阔

空间。 

美好装配系住建部认定的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的企业之一。拥有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具有成熟的装配式建筑专项设计和基于 BIM

平台的设计、建造及供应链管理应用能力。2018 年以来，美好装配在全国各重点区域积极布

局，已投资建设 13 个智能 PC 工厂（其中 9 个已投产），为客户提供基于叠合剪力墙技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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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全方位服务。包括装配式项目的投资咨询、运营管理、营销管理、EPC 总承包等全周期服

务；规划设计、PC 专项设计、装配式建筑施工、PC 构件及部品生产安装、装配式装修施工、

拎包入住交付等系列服务；以及预制混凝土构件的生产、销售业务。 

公司受让关联方持有的美好装配 51%股权后，美好装配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

提供的借款将不再形成财务资助，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集中资源，抓住市场机遇，促进公司由传

统房地产业务向以装配式建筑为核心的房屋智造业务的全面转型。同时减少公司与关联方的关

联往来，确保公司业务、资产的独立性。 

2、本次交易存在的主要风险 

国家政策持续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各地出台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不断提高，

但装配式建筑市场处于政策驱动型市场。受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建筑业市场环境、建设管

理水平、建筑技术能力等诸多地方因素影响，各地推进意愿和执行力度不一，装配建筑市场仍

需进一步培育。尤其近年来受房地产全行业下行影响，开发企业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较大，导

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降低；同时部分区域为刺激投资，通过降低装配式建筑执行标准，包

括直接取消项目装配率规定要求，以降低项目投资成本及建造难度，导致装配式建筑业务短期

内推动难度增大。 

虽然美好装配在建筑施工领域有一定的技术及客户积累，但从经营成果看，美好装配近年

来业务发展不及预期。由于业务量尚未达到相应规模，且受工厂折旧、资金成本等固定费用影

响，导致净利润出现较大亏损。如不能快速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经营状况，美好装配存在持续亏

损的可能。 

3、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鉴于美好装配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本次交易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

产总额均无影响。交易完成后，美好装配实现的利润（亏损）将 100%由上市公司享有。根据

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测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将由 37.22 亿元减少至

21.84 亿元，减少约 15.38 亿元。 

 

以上报告，提请各位股东审议。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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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监事王耀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经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推荐，拟提名吴鹏先生增补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吴鹏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公

司监事的任职资格，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其监事任期将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附：候选人吴鹏先生简历：1981年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2014年至2018年3月在深

圳市天友软件有限公司，任职企业咨询项目负责人。2018年4月入职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历任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现任美好未来企业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吴鹏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

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