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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我向本次会议作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报告，请

予审议。 

根据公司现状，公司现将《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原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为：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现修改为：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

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

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

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原公司章程一百五十五条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应充分重视对投资者回报，每年按当年实现的净利

润（合并报表口径）一定比例以现金方式向股东分配股利。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的 15%。 

公司也可在综合考虑股本规模，市值水平、财务状况以及发展前景等因素的

基础上，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经营层拟订后提交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分

配方案后形成专项决议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因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的，董事会应就不分红的原因，留存收益

的用途及投资项目可行性讨论意见进行专项说明并提交独立董事审核，独立董事

发表独立意见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公开披露。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后 60 天内，公司必须实施完成利润分

配的方案。 

若遇到不可抗力及公司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特殊情况，公司可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公司董事会对调整方案作出专项说明及详细论证，提交独立董事审议

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并以网络投票方式召开股东

大会。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的

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若公司拟申请再融资，则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

近三年公司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做特别说明。 

若存在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相关规定： 

（一）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经营层在综合公司经营发展、股东意愿、社

会资金成本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拟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

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连续 180 个交易日持有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含百分之三）的股东可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

社会公众股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



和稳定性。若公司拟申请再融资，则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最近三年公司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

例的，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做特别说明。 

（三）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每

年按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一定比例以现金方式向股东分配股利，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的 15%。 

公司也可在综合考虑股本规模，市值水平、财务状况以及发展前景等因素的

基础上，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四）公司因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的，董事会应就不分红的原因，留

存收益的用途及投资项目可行性讨论意见进行专项说明并提交独立董事审核，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公开披露。 

（五）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后 60 天内，公司必须实施完成

利润分配的方案。 

（六）若遇到不可抗力及公司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特殊情况，公司可调

整利润分配政策。公司董事会对调整方案作出专项说明及详细论证，提交独立董

事审议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并以网络投票方式召

开股东大会。 

（七）若存在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

配的现金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八）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执行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政策、

股东 回报规划的情况以及决策、披露程序应进行有效监督。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0 月 14 日 

 



 

关于为杭州万通邦信置业有限公司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我向本次会议作关于同意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上海银行向杭州万通邦信置业有限公司实际发放的

委托贷款 50%的部分（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同

意以持有的杭州万通邦信置业有限公司 1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期间自主债

权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的议案，请予审议。 

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83,216.35万元，负债总额

60,313.1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2.48%。（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5年 9月 22日召开的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 

现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0 月 14 日 

 

 

 



 

审议《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

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我向本次会议作关于审议《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现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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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地产”）拟于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万通地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以下简称“国办发[2010]4 号文”）、《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

上涨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发[2010]10 号文”）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

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办发[2013]17 号文”）等国务院

房地产调控相关政策规定，以及《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

地产业务监管政策》（以下简称“《监管政策》”），对万通地产及其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的子公司（“下属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

（以下简称“报告期”）商品房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和

哄抬房价等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本专项自查报告。 

现将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第一部分自查的期间、范围和依据 

一、 自查的期间 

本次自查的期间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报告期（即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以及 2015 年 1-6 月）。 

二、 自查的范围 

本次自查的范围为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包括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

控股房地产子公司，下同）报告期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

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是否因该等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

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自身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其下属公司开发的项目

共有 19 个。具体如下： 

编

号 

项目 

名称 
分期名称 坐落 

占地 

面积（平

方米） 

总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开发主体 用途 备注 

1 
北京龙山新新

小镇（五期） 

北京市怀柔区庙

城镇居住项目

（庙彩 A地块） 

北京市怀柔区

庙城镇居住项

目 

47316.08 58379 

北京万通龙山

天地置业有限

公司 

商务金融；

城镇住宅；

其他商服 

已完工 

2 北京龙山新新 龙山新新小镇二 北京怀柔区庙 78913.54 57082.98 北京万通龙山 住宅及 已完工 



小镇（苏园） 期项目四号地 城镇（龙山新新

小镇二期项目 4

号地块） 

置业有限公司 配套 

3 
天津生态城新

新家园 

分两期,全部竣

工 

天津市中新天

津生态城南部

片区 

78208.4 174864 

天津生态城万

拓置业有限公

司 

城镇住宅 已完工 

4 
天津万通金府

国际 

分三期,全部竣

工 

天津市保税区

天津空港经济

区津空加挂

2006-2-2地块 

42438.1 157045 
天津万华置业

有限公司 
商服用地 已完工 

5 
成都万通红墙

国际 
 

成都市青羊区

红墙巷片区 
6668.43 70835 

成都万通时尚

置业有限公司 

城镇混合住

宅 
已完工 

6 
成都万通金牛

新都会 
 

成都市金牛区

金府路 5号 
18915.54 179926 

成都万通时尚

置业有限公司 

城镇混合住

宅 
已完工 

7 杭州万通中心 

杭政储出【2007】

74号地块商业金

融办公用房 

杭州拱墅区紫

荆路与上塘路

交叉口西南角 

17522 141235 
杭州万通时尚

置业有限公司 
商服用地 已完工 

8 
北京新城国际

公寓 

一期 

朝阳区朝外大

街 6号 1、2、3、

4、5、6、7、8

号楼 

21586.7 130030 

北京万置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公寓、商业、

地下办公

（物业管理

用房）、地下

车库 

已完工 

二期 

朝阳区朝外大

街 6号 9、10、

11、12号楼 

9228.42 74000 

二期二组团 

朝阳区朝外大

街 6号 13号楼

等 6幢楼 

14618.7 109000 

三期 

朝阳区朝阳门

外大街 6号院

20号楼等 8幢

楼 

19901.56 116200 

9 

天津上北新新

家园（广厦富

城） 

 天津市塘沽 264942.4 420000 
天津富铭置业

有限公司 
住宅及配套 已完工 

10 天津上游国际 尚都家园 天津市红桥区 22569.2 360000 

天津泰达万通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住宅及配套 已完工 

11 
天津万通新城

国际 
 

天津开发区第

五大街与北海

路交口 

63496.27 484600 

天津万通时尚

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 

住宅 已完工 

12 
北京天竺新新

家园 
 

北京市顺义区

天竺镇薛大人

庄村 

212263.8

5 
330535 

北京广厦富城

置业有限公司 

住宅、商业、

办公 
在建 

13 天津万通华府 一、二期竣工,三 天津市开发区 63496.27 178116 天津万通时尚 城镇混合住 在建 



期在建 新城东路东、第

二大街南开发

区新城东路与

第一大街交口 

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 

宅 

14 天津新新逸墅 

天津生态城万通

正奇住宅项目,

分两期,一期在

建 

天津市滨海新

区中新天津生

态城南部片区 

129838.5 168265 

天津中新生态

城万通正奇实

业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在建 

15 天津万通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

大沽中路、徐州

道交口 

8706.9 93556 
天津和信发展

有限公司 
商服用地 在建 

16 杭州上园国际 

余杭储出【2013】

26号地块 1＃-9

＃楼及集中地下

室工程 

杭州市余杭区

上园路南冯家

浜路东 

36275.4 
114526.8

8 

杭州万通杭昀

置业有限公司 
城镇住宅 在建 

17 
上海虹桥万通

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

苏虹路 333号、

上海市闵行区

申长 899号 

12193.5 82003 
上海万通新地

置业有限公司 
商服用地 在建 

18 
北京杨家园项

目 

怀柔区迎宾路西

侧 HR-0002-54地

块 R2二类居住用

地项目 

北京市怀柔区

迎宾路西侧

HR-0002-54地

块 R2二类居住

用地 

41065.42 126489 
北京万通正远

置业有限公司 
居住 在建 

19 
运河国际生态

城 

运河国际生态城

一期 

香河县第一城

东侧、老夏安路

西侧 

香河县安平镇

安泰北路西侧、

一城东 

香河县安泰北

路西侧、安定街

南侧 

299587.1 525575 

香河万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住宅可兼容

商业、住宅、

商业 

在建 

运河国际生态城

二期 

香河县周庄村

西侧 

香河县延福屯

一大村 

292833.3

3 
588779 

香河万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住宅可兼容

商业 
拟建 

三、 自查依据 



自查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涉及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等情

形的主要依据如下： 

（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

[2010]4 号文）： 

“（六）继续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

大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

力度，加强对住房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国土资源部门要严格

土地出让价款的收缴，深化合同执行监管，加强对闲置土地的调查处理，严厉查

处违法违规用地和囤地、炒地行为。价格等有关部门要强化商品住房价格监管，

依法查处在房地产开发、销售和中介服务中的价格欺诈、哄抬房价以及违反明码

标价规定等行为。 

（七）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管理和商品房销售管理。各地要综合考虑土地

价格、价款缴纳、合同约定开发时限及企业闲置地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土地供

应方式和内容，探索土地出让综合评标方法。对拖欠土地价款、违反合同约定的

单位和个人，要限制其参与土地出让活动。从严控制商品住房项目单宗土地出让

面积。要结合当地实际，合理确定商品住房项目预售许可的最低规模，不得分层、

分单元办理预售许可。已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

性公开全部房源，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进一步建立健全新建

商品房、存量房交易合同网上备案制度，加大交易资金监管力度。” 

（二） 《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 号）： 

“（八）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地和融资的监管。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大专

项整治和清理力度，严格依法查处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并限制有违法违规行为

的企业新购置土地。严禁非房地产主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参与商业性土地开

发和房地产经营业务。对存在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

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监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 

（九）加大交易秩序监管力度。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申报价

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对已发放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

进行清理，对存在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

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问题严重的要取消经营资格，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追

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 《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六）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土地闲置满两年、依法应当无偿收回

的，坚决无偿收回，重新安排使用；不符合法定收回条件的，也应采取改变用途、

等价置换、安排临时使用、纳入政府储备等途径及时处置、充分利用。土地闲置

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 20%征收土地闲置费。” 

（四）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闲置土地，是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

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

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

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属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延

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向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供土地闲置原因

说明材料，经审核属实的，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处置：（一）因

未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期限、条

件将土地交付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致使项目不具备动工开发条件的；（二）

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依法修改，造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能按照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用途、规划和建

设条件开发的；（三）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需要对约定、规定的规划和建设条

件进行修改的；（四）因处置土地上相关群众信访事项等无法动工开发的；（五）

因军事管制、文物保护等无法动工开发的；（六）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其他行

为。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土地闲置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办发[2011]1 号）： 

“五、严格住房用地供应管理关于：对已供房地产用地，超过两年没有取得

施工许可证进行开工建设的，必须及时收回土地使用权，并处以闲置一年以上罚

款。要依法查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对房地产开发建设投资达不到 25%

以上的（不含土地价款），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土地及合同约定的土地开发项目。” 

（六）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

的通知》（建房[2010]53 号）： 

“（一）加强商品住房预售行为监管。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

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售，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 VIP 卡等方式向买

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性质的费用，不得参加任何展销活动。取得

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 10 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



源及每套房屋价格，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房地产开发企业

不得将企业自留房屋在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前对外销售，不得采取返本销售、售

后包租的方式预售商品住房，不得进行虚假交易。” 

（七） 《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 号）： 

“五、加强市场监管和预期管理关于：2013 年起，各地区要提高商品房预售

门槛，从工程投资和形象进度、交付时限等方面强化商品房预售许可管理，引导

房地产开发企业理性定价，稳步推进商品房预售制度改革。继续严格执行商品房

销售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严格按照申报价格对外销售。对预售方案报价过

高且不接受城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指导，或没有实行预售资金监管的商品房项

目，可暂不核发预售许可证书。对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关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加大查处力度。国

土资源部门要禁止其参加土地竞买，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

证券监管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或重大资产重组，银行业监管部门要禁止

其通过信托计划融资。” 

（八） 《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

（2015 年 1 月 16 日发布）： 

“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的，国土资源部不再进行事前

审查，对于是否存在土地闲置等问题认定，以国土资源部门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

为准；对于是否存在正在被（立案）调查的事项，中介机构应当充分核查披露。” 

 

第二部分关于报告期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

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违法违规行为的自查 

一、 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情形的自查 

（一） 自查内容 

万通地产本次对报告期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情形自查的

主要内容为： 

1．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拟建项目是否

存在超过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

开发的情形； 

2．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在建项目是否

存在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



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情形。 

3．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是否受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作出的闲

置土地行政处罚或因闲置土地事项正在接受（立案）调查。 

（二） 自查具体情况 

1． 天津和信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和信”）未能按其同原天津市土地管理局

于 1993 年 4 月 20 日签订的《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完成

全部工程建设，但天津和信同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天津国土局”）曾

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签订《〈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合同》，将

万通大厦（万通中心）的竣工日期延长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万通大厦（万通

中心）项目实际已于 2012 年开工，目前仍在施工。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该

项目未曾发生过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

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

的情况。因此，在报告期内，万通大厦（万通中心）项目所在地块不构成闲置。 

2． 天津生态城新新家园项目所在土地使用权原属于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生态城投资”）。2009 年 10 月，生态城投资将天津生态城新新家园

项目所在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天津生态城万拓置业有限公司（“万拓置业”）。根据

生态城投资同天津国土局签订的《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态

城投资应于 2008 年 7 月 31 日前开工建设。天津生态城新新家园项目实际开工日

期为 2010 年 3 月，并于 2014 年 11 月全部竣工。天津生态城新新家园项目未按

出让合同开工主要原因在于，该项目所在土地仅是生态城投资受让的 25 个地块

之一。2009 年，万拓置业受让天津生态城新新家园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后，中新

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为该项目单独办理了项目备案，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

会建设局为该项目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天

津生态城新新家园项目系一个独立的新项目。此外，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建设局 2010 年 3 月出具批复，同意将开工时间推迟至 2010 年 4 月 1 日。中新天

津生态城建设局1已出具证明文件，确认万拓置业最近三年遵守国家有关土地管

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

及地方性规章而受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因此，在报告期内，天

津生态城新新家园项目所在地块不构成闲置。 

3． 天津新新逸墅项目所在土地使用权原属于生态城投资。2011 年 3 月，

生态城投资将天津新新逸墅项目所在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中新天津城投”）。中新天津城投于 2013 年将该项目土地使用权
 
1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31 日发布《关于中新天津生态城行政、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及内

设科室调整的通知》，确认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局的职责之一为承担区域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转让给天津中新生态城万通正奇实业有限公司（“万通正奇”）。根据生态城投

资同天津国土局签订的《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态城投资应

于 2009 年 12 月之前开工建设。天津新新逸墅项目实际开工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目前项目一期已开工建设，占地 6.46 万平米，约为总用地面积的 50%，已投入

资金数量约为 2.95 亿元，一期预计 2015 年 9 月底交房，二期正在进行施工筹备。

天津新新逸墅项目未按出让合同开工主要原因在于，该项目所在土地仅是生态城

投资受让的 12 个地块之一。2009 年，万通正奇受让天津新新逸墅项目的土地使

用权后，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为该项目单独办理了项目备案，中新天津生

态城管理委员会建设局为该项目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因此，天津新新逸墅项目系一个独立的新项目。此外，天津市滨海新区规

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为该项目核发的房地产权证显示，同意将开工时间推迟至

2013 年 9 月。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局已出具证明文件，确认万通正奇最近三年

遵守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土地

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规章而受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因

此，在报告期内，天津新新逸墅项目所在地块不构成闲置。 

4． 关于天津万通金府国际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该地

块存在现有公路未拆迁，受让人同意在完成拆迁后三个月内开工建设。政府对于

项目用地内拆迁完成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该项目实际开工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并于 2014 年 10 月全部竣工。鉴于天津空港经济区土地局曾批复，同意该项目延

期竣工。因此，在报告期内，天津万通金府国际项目所在地块不构成闲置。 

5． 关于天津万通华府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受让人应

在 2005 年 12 月 23 日前开工建设，该项目一期实际于 2007 年 7 月开工。晚于出

让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的原因主要在于该项目用地内存在碱渣管道，不具备施工

条件。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局曾出具说明，批准该项目一期的开发建设时间

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颁发日期为准，竣工时间相应顺延。其余地块的开发建

设时间，以该地块最终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颁发日期为准。该项目一期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颁发日期为 2007 年 8 月。2012 年 9 月，天津万通时尚置

业就该项目三期同国土部门签订了补充合同，将三期的开工日期约定为 2013 年

3 月 30 日。三期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3 年 5 月。未超过补充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

之日起一年。目前，一期和二期已竣工，三期将于 2015 年 8 月底竣工。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和交通局2已出具证明文件，确认天津万通时尚置业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7 月 9 日期间，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存在违反土地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的记录。因此，在报告期内，天津万通华府项目所在地块不构成闲

 
2根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4 年 10 月 28 日发布的文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和交通

局的职责之一为负责开发区的土地管理。 



置。 

6． 北京天竺新新家园项目土地使用权系北京广厦富城置业有限公司（“北

京广厦富城”）从北京市天竺房地产开发公司（“天竺房地产”）受让取得。根

据天竺房地产同北京市土地管理局于 1994 年 12 月 31 日签订的出让合同，天竺

房地产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日内开工，在 1998 年 12 月 31 日前竣工。另外，

根据天竺房地产同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 1997 年 9 月 23 日签订的出让合同，天

竺房地产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180 日内开工，在 1998 年 12 月 31 日前竣工。

在北京广厦富城受让该项目土地使用权前，天竺房地产已经开发建设部分地块。

北京广厦富城受让该项目土地使用权后，规划部门为该项目单独核发了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该项目已经为新的项目。天竺新新家

园项目于 2010 年 8 月开工，目前部分工程已经竣工备案。因此，在报告期内，

北京天竺新新家园项目所在地块不构成闲置。 

7． 关于北京龙山新新小镇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受让

人应在 2011 年 3 月 3 日前开工，该项目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未超过

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之日起一年，因此，不构成土地闲置。 

8． 关于杭州万通中心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受让人同

意在 2010 年 9 月 30 日前动工建设，该项目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1 年 6 月，未超

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之日起一年，且已取得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将开工

期限延至 2011 年 6 月的批复同意，因此，不构成土地闲置。 

9． 关于成都红墙国际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受让人同

意在 2008 年 6 月 7 日前动工建设，后经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同意，将动工时间延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0 年 8 月，并已于 2012 年 10

月竣工验收。因此，在报告期内，成都红墙国际项目所在地块不构成闲置。 

10． 关于北京杨家园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受让人应

在 2014 年 9 月 6 日前开工，该项目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3 年，但当时未取得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2015 年 4 月，北京万通正远置业有限公司取得了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时间未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

之日起一年，因此，不存在《土地闲置处置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所述的土地闲置

情形。 

11． 关于上海虹桥万通中心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受

让人应在交地后 3 个月内开工。根据交地确认书显示，该项目所在地块交地时间

为 2011 年 12 月 13 日，因此，该项目应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前开工。该项目于

2012 年 9 月开始桩基工程施工，并于 2013 年 4 月完成桩基工程施工。2013 年 4



月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才核发该项目地下部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该项目地下工程部分开工时间虽已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之日起一

年，但系受规划等审批影响，属政府原因，且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已出

具证明文件，确认上海万通新地置业有限公司最近三年在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

一期 04 地块内3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规章而受到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因此，在报告期内，上海虹桥万通中心项目

所在地块不构成闲置。 

12． 根据香河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香河万通”）同香河县国土资

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香河万通名下的香国用（2009）

字第 0350 号土地证下的国有土地应于 2009 年 10 月 30 日前开工，香国用（2013）

字第 0259 号和香国用（2013）字第 0260 号土地证下的国有土地应于 2013 年 2

月 1 日前开工。2014 年 12 月，香河县政府出具批复，确认香河万通未能按出让

合同约定日期开工，系因《香河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未按时获批，并

同意上述三宗土地延期至 2015 年 10 月开发，且香河县国土资源局已出具证明文

件，确认香河万通最近三年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

规章而受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因此，在报告期内，香国用（2009）

字第 0350 号、香国用（2013）字第 0259 号和香国用（2013）字第 0260 号土地

证下的国有土地不构成闲置。 

13． 根据土地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香河万通名下的香国用

（2009）字第 0349 号土地证下的国有土地应于 2010 年 10 月 30 日前开工，但根

据香河县安平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该宗土地因水电气还不完善，尚未正式移

交香河万通。因此，属于政府原因未能按期开工，且香河县国土资源局已出具证

明文件，确认香河万通最近三年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及地

方性规章而受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因此，在报告期内，香国用

（2009）字第 0349 号土地证下的国有土地不构成闲置。 

14． 根据土地出让合同，香河万通名下的香国用（2009）字第 0348 号和香

国用（2009）字第 0351 号土地证下的国有土地应于 2009 年 10 月 30 日前开工，

实际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7 月 15 日，未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之日起

一年，因此，不构成土地闲置。 

15．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下属公司其他已完工和在建项目不存在超过有偿

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情形； 

16．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下属公司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在建项目不存在
 
3上海虹桥万通中心项目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一期 04地块内。除上海虹桥万通中心项目和已经分立

出去的上海虹桥新地中心项目外，上海万通新地置业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开发其他项目。 



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

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情形； 

17．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下属公司未曾就其房地产开发项目收到有关国土

部门发出的《闲置土地认定书》，不存在因为闲置土地而被征收土地闲置费、土

地被收回的情形； 

18．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未曾受到国土资源部门就闲置土地作

出的行政处罚或因此正在被国土资源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 

（三） 自查结论 

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在报告期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在闲置土地的情

形，亦不存在因土地闲置被国土资源部门行政处罚或(立案)调查的情况，符合国

发（2010）10 号文、国办发（2013）17 号文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及《监管政策》

的有关要求。 

二、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是否存在炒地行为的自查 

（一）自查的内容 

万通地产本次对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炒地行为自查的主要内容为： 

1．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将开发建设投资未达到项目总投

资25%以上（不含土地价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非法对外转出的行为。 

2．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报告期内是否曾因炒地行为受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作出的行政处罚或正在被国土资源部门（立案）调查。 

（二）自查具体情况 

1． 报告期内，上海万通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万通新地”）曾进行分

立，分立出上海青庭新地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青庭新地”），原上海虹桥商务

区核心区一期 04 地块上海虹桥新地中心项目转移至上海青庭新地名下。分立时，

上海万通新地已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书，且分立前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与分立后存续的上海万通新地和新设的上海

青庭新地相同，因此，不构成炒地。 

2．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不存在将开发建设投资未达到项目总投

资 25%以上（不含土地价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非法对外转出的行为。 

3．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未曾受到国土资源部门就炒地行为作出

的行政处罚或因此正在被国土资源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 



（三）自查结论 

根据以上自查情况，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炒地行为，不存

在因炒地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三、 报告期内的商品住房项目是否存在捂盘惜售行为的自查 

（一）自查内容 

万通地产本次对报告期内列入核查范围的商品住房项目是否存在捂盘惜售

行为自查的主要内容为： 

1．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于报告期内取得预售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具备销售

条件的商品住房项目，是否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后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

及每套房屋价格，是否存在违反上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行为。 

2．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于报告期内取得预售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具备销售

条件的商品住房项目，是否严格执行了商品房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并明码

标价对外销售，是否存在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

同等方式人为制造房源紧张的行为。 

3．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报告期内是否曾因商品住房项目涉及捂盘惜售行为

受到有关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或正在被有关主管部门（立案）调查。 

（二）自查具体情况 

1．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报告期内列入核查范围的商品住房开发项目均在取

得商品住房预售许可证后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不存

在上述建房[2010]53号文规定的人为制造房源紧张的行为，符合建房[2010]53号

文、国办发[2010]4号文、国发[2010]10号文关于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的规定。 

2．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在报告期内未曾受到有关主管部门就商品住房开发

项目涉及捂盘惜售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存在因商品住房开发项目涉及捂盘惜

售行为正在被有关主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 

（三）自查结论 

根据以上自查情况，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在报告期内列入核查范围的商品

住房开发项目不存在捂盘惜售行为，不存在因捂盘惜售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

案）调查的情况。 

四、 报告期内的商品住房项目是否存在哄抬房价行为的自查 



（一）自查内容 

万通地产本次对报告期内列入核查范围的商品住房项目是否存在哄抬房价

行为自查的主要内容为： 

1．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于报告期内取得预售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具备销售

条件的商品住房项目，是否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后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

及每套房屋价格，是否存在违反上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行为。 

2.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于报告期内取得预售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具备销售

条件的商品住房项目，是否严格执行了商品房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并明码

标价对外销售，是否存在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

同等方式人为制造房源紧张的行为。 

3．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报告期内是否曾因商品住房项目涉及哄抬房价行为

受到有关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或正在被有关主管部门（立案）调查。 

（二）自查具体情况 

1．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在报告期内列入核查范围的商品住房开发项目不存

在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等方式人为制造房

源紧张的行为。 

2．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在报告期内未曾受到有关主管部门就商品住房开发

项目涉及哄抬房价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存在因商品住房开发项目涉及哄抬房

价行为正在被有关主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 

（三）自查结论 

根据以上自查情况，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报告期内列入核查范围的商品住房

项目不存在哄抬房价行为，不存在因哄抬房价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

的情况。 

五、 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

案）调查的自查 

（一） 自查内容 

万通地产本次对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

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情形的主要内容为： 

1．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2． 报告期内，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存在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

查的情形。 

（二） 自查具体情况 

1. 报告期内，除下表所列行为外，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不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 

序

号 

处罚机

构 

被处

罚公

司 

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内容 
整改措施和效

果 

1 

北京市

怀柔区

城市管

理综合

行政执

法监察

局 

北京

万通

正远

置业

有限

公司 

乱堆物料 责令整改 

2015 年 3 月 2

日 17 时 30 分

前改正违法行

为 

2 

北京市

怀柔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北京

万通

正远

置业

有限

公司 

未取得 8#住宅楼

等 7项中的商业E

工程施工许可证

的情况下违法开

工建设 

处以所施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

款，罚款额为¥64000 元 

已缴纳罚款

¥64000 元 

3 

北京市

怀柔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北京

万通

正远

置业

有限

公司 

未取得 1#住宅楼

等 4 项中的商品

房、回迁商业工程

施工许可证的情

况下违法开工建

设 

对商品房部分处以所施工程合

同价款 2%的罚款，罚款额为

¥47561.28 元；对回迁商业部分

处以所施工程合同价款 1%的罚

款，罚款额为¥5025.12 元 

已缴纳罚款

¥52586.4 元 

4 

北京市

怀柔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北京

万通

正远

置业

有限

公司 

未取得 5#住宅楼

等 3 项、6#住宅楼

等 2 项、8#住宅楼

等 7 项（不含商业

E）工程施工许可

证的情况下违法

开工建设 

对商品房工程按已完成工程量

的 2%处罚，金额为¥233794.55

元；商业配套工程按已完成工程

量的 2%处罚，金额为¥10263.16

元；回迁商业工程按已完成工程

量的 1%处罚，金额为¥3943.35

元 

已缴纳罚款

¥398812.65 元 

北京万通正远置业有限公司已经缴纳罚款，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违

法违规已经得到纠正。 

2. 报告期内，除上表所列行政处罚外，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不存在被行政

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三） 自查结论 



万通地产经自查确认，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除上表所列行

政处罚外，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未受到过国土资源及房屋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不存在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六、 自查总体结论 

基于上述自查情况，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在闲置土

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行为，万通地产及下属公司报告期内

不存在因该等违法法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第三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对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承诺 

万通地产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冯仑先生

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

的专项自查报告》已如实披露了万通地产在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查情

况，如万通地产因存在自查范围内未披露的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

价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万通地产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

之签署页）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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