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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月 17日以电话及电邮方式

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东原中心 7 号楼 36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罗韶颖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母公司 2019 度实现的净利润 936,349,556.61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计 93,634,955.66 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802,050,654.06 元，减 2018 年度利润已分配的 682,633,359.52

元，本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962,131,895.49 元。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和股东回报的现状，并结合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同意以

2019 年分红实施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进行分配，共分配利润金额将根据分红实施股权登记日股数进行

计算，结余部分至下年度分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435,976,28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

金红利146,158,577.04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10.21%。 

董事会对该分红方案的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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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和扩张对资金的需求 

随着业务持续发展，公司将继续坚持精选深耕的战略布局，拓新扩张，加速

推进纵深化发展，加快专用系列新兴产品线研发推进，多元化探索主营延伸领域

创新拓展，进一步强化公司差异化竞争优势和品牌力。考虑到公司实际情况及未

来长期战略目标，保持合理资金比例以促进自身稳定发展。  

2、公司所处行业及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 

公司所处行业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虽然从公司所处发展阶段来

看，整体处于成长期上升期，各项业务有序开展，市场布局稳步推进，但在疫情

影响后的特殊期间，为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变化及市场行业竞争，更好保障公司稳

健运行以及经营拓展的需要，保持合理的现金储备是公司分红方案考虑因素之

一。 

3、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综合考虑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公司所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规划，公司留

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业务发展、项目建设、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增加新品

研发及市场拓展，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保障公司的

持续、稳定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更好的长期回报投资者。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请详见《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临 2020-024 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综合考虑全年财务审计、内控审计工作量以及同

行业审计费用水平，确定 2019 年度审计费用为 18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45 万元。 

公司同意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相关审计费用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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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会计师事务所全年财务审计、内控审计工作量，并结合目前市场价格水平与审

计机构协商确定。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公告》（临 2020-025 号） 

本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增加土地储备的议

案》 

同意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增加土地储备（包括但

不限于公开招拍挂、联合招拍挂、在建工程收购、股权交易方式、参与一级土地

整理或一、二级土地市场联动等方式获取土地储备），获取土地价款总额在人民

币 300 亿元内。 

上述增加土地储备额度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获批的额度内新增土

地储备将不再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超过额度的除外。 

在不超出以上年度土地投资计划总额的前提下，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经营层具体执行 2020 年度土地储备投资计划，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法律法规允许

的各种方式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相关协议，并在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确

定及调整开发经营方式并签署相关协议。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 2019 年度工作目标及年度绩效考核情况确定在公司及所属子

公司领取报酬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共计 2,146.43 万元。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请融资额度总计50亿元，公司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请融资额度总计350亿元。上述融资额度有效

期限自该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日。 

上述融资额度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董事长在融资额度范围内的融资审批权限，凡在额度范围内自行与金融机

构及其他机构签署融资合同，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融资事项，具

体发生的融资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定期报告披露要求进行披露。经以往股东大



 4 

会核准已生效的相关融资待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按该次

议案中所批准的额度执行。如在期间内需增加额度，相关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融资额度内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产为自身融

资作抵押及质押的议案》 

2020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额度范围内，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

产（包括不限于所开发项目土地使用权、所属房产及厂房、存单、股权等）为自

身融资提供抵押或质押。 

上述抵押质押授权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在融资额度

内发生的具体抵押、质押等事项，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

机构及其他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抵押、质押等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该抵押质押有效期限自该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日。经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且在执行中的相关

抵押质押待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配合2020年融资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意公司对2020年融资额度内的融资提

供担保额度（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具体额度如下：  

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1、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序号 担保对象（全资）   担保额度（万元） 

1 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2 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000.00  

3 重庆长川置业有限公司 60,000.00  

4 重庆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  

5 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105,000.00  

6 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0  

7 湖北闳景达建材有限公司 60,000.00  

8 武汉迪马瑞景实业有限公司 80,000.00  

9 武汉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10 上海万企爱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8,000.00  

11 上海迪眩实业有限公司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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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圳市东励睿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0,000.00  

13 广州合生天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90,000.00  

14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15 重庆达航工业有限公司  10,000.00  

16 重庆泰之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17 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18 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         30,000  

19 佛山东原毅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合计 1,031,000.00 

序号 担保对象（控股）   担保额度（万元） 

1 远东川府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50,000.00  

2 成都鸿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3 上海东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0,000.00 

4 武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0  

5 武汉东原励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6 武汉东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0,000.00  

7 长沙东原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8 武汉迪马智睿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0  

9 南京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00  

10 昆明东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00  

11 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0  

12 武汉东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00  

13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0  

14 郑州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15 杭州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0  

16 贵阳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000.00  

17 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  

18 重庆新东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  

19 重庆皓铬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20 重庆东桂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21 重庆盛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22 重庆中行世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000.00  

23 上海澄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24 武汉方澄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000.00  

25 四川新东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26 苏州澄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000.00  

27 苏州滨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00  

28 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  

29 重庆东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0  

30 重庆东励展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00  

31 重庆东展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32 杭州创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000.00  

33 苏州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6 

34 西安东卓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35 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2,312,000.00 

2、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但

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形式的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50亿元。 

3、子公司相互之间拟为其申请融资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形式包括

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形式的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350亿元。 

上述1、2、3项额度仅为最高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

质押等），该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该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日。经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且在执行中的相关担保待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按该次议案中额度等要求执行。 

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将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并

按照定期报告相关规定进行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如有总

额度新增的除外。 

上述预计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内，对不同全资子公司可以相互

调剂使用其预计额度；如在额度生效期间有新设全资子公司的，公司对新设全资

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上述预计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内调剂使用

预计额度。 

上述预计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内，对不同控股子公司可以相互

调剂使用其预计额度；如在额度生效期间有新设控股子公司的，公司对新设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上述预计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内调剂使用

预计额度。 

公司对全资和非全资子公司的两类预计担保额度不能相互调剂使用。在相关

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及子公司董事长根据担保情况在额度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

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前述融资及担保尚需相关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审核同意，

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具体内容请详见《2020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公告》（临2020-026

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联营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及发展所需，同意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共计

937,000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具体

担保明细如下： 

序号 担保对象（联营/合营公司） 担保额度（万元） 

1 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000.00  

2 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0  

3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00  

4 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5 崇州市中业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6 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0  

7 杭州宸睿置业有限公司          7,500.00  

8 杭州滨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9 杭州励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7,000.00  

10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00  

11 南京瑞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0  

12 上海东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500.00  

13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000.00  

14 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0  

15 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0  

16 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000.00  

17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000.00  

18 西安世元申川置业有限公司          60,000.00  

19 重庆迪星天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合计     937,000.00  

 

公司将根据联营企业发展需求，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其所需且合理的担保并承

担相应担保责任，如有超出股权比例担保的情况，需提供相应足额反担保措施。

该担保额度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

体担保事宜与联营企业及相关方签订协议，具体发生的担保等进展情况，公司将

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

外。经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且在执行中的相关担保待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按该次议案中额度等要求执行。在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

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方要求在担保的额度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

前述融资及担保尚需相关方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以实际担保文件签署之日起计算起三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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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临 2020-027

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2020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关联自然人 
               

1,000.00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  

西安世元申川置业有限公司            1,091.48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7.68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9.26  

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0.00  

小计             4,018.42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重庆迪星天科技有限公司             2,200.00  

小计             2,200.00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41.20  

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5.30  

重庆盛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00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272.80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465.30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6.13  

上海励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60.00  

重庆市南岸区碧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97.61  

重庆旭原天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55.00  

苏州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1.00  

苏州盛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苏州睿致房地产有限公司                 30.00  

苏州致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  

成都市美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司               5,661.70  

句容宝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2.41  

许昌金耀房地产有限公司              350.00  

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1,916.25  

西安世元申川置业有限公司            21,939.24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455.62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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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盛东骏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92.51  

崇州市中业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75.77  

绵阳鸿远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403.00 

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983.86  

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652.40  

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866.17  

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28.90  

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29.20  

小计          120,978.36  

接受关联人提

供劳务 
重庆旭原天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50.00 

 小计 350.00 

合计            127,546.7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为：按照公正、

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做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执行。 

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仅为预计金额，待实际交易发生时，在审批通过的预计金

额内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服务内

容、体量签署协议，如有新增达到披露标准的除外。期限为该议案通过公司股东

大会审批后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相关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将在定期报

告中进行披露。                  

关联董事罗韶颖女士、黄力进先生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临 2020-028

号）。 

本议案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及参股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为了支持控参股公司项目开发及获取新项目需要，满足其各项业务发展的资

金需求，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结合自身资金使用情况拟向控参股公司提供资金中

短期拆借，该资金主要用于房地产项目建设开发及业务发展所需。  

（1）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借款将根据子公司经营情况确定借款利率及期限。

借款有效期自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之日止，以

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且在执行中的借款可延用。若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权益

股东也自愿拆借资金支持该子公司的项目开发，资金拆借使用费率参考公司拆借

利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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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参股公司提供借款需依据股东等同条件借款原则，借款总额滚动累

计不超过80亿，并根据参股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确定借款利率及期限。上述拆借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之日止，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

且在执行中的借款可延用，但不能超过上述总额度范围。 

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在上述额度

内签署相关借款合同等，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借款事项，超过额

度范围的除外。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财会〔2019〕8 号）、

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

（财会〔2019〕9 号），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调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规定进

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新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执行新的会计准则有

利于保证公司投资者对公司经营成果理解的一致性，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临 2020-029 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2019 年社会责任报告》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满足行权/解锁条件的议案》 

鉴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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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解锁条件已达成，同意进行行权/解除限售。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解除限售期满足行权/解锁条件的公告》（临 2020-030 号） 

罗韶颖女士、杨永席先生、易琳女士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九、审议《关于公司共同成长计划第二期满足提取标准的议案》 

根据《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长计划（草案）》资金提取原则

及相关要求，共同成长计划当年计提额度应以上一年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为基数，以上一年净利润环比增长率作为提取指标，按一定比例提取用于

实施共同成长计划。 

2019 年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432,080,709.57 元，净利润环

比增长率为 40.86%，根据共同成长计划资金提取原则确定提取比例为 8%，同意

按比例提取金额共计 114,566,456.77 元用于实施第二期共同成长计划。 

罗韶颖女士、杨永席先生、易琳女士作为计划参与对象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20-031 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议案二～议案四、议案六～议案十四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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