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18-023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在广州保利洲际酒店 2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宋广菊女士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人，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九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二、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 2018 年度投资计
划的议案》。
2018 年公司计划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直接投资总额 2570 亿元。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具体执行 2018 年度投资计划，并给予如下具
体授权：
1、在不超出年度投资计划总额的前提下，授权经营层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
整各项目之间的投资。
2、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项目建设及项目拓展需要，在不超过年
度投资计划 20%的范围内调整总投资。
三、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 2017 年度财务决
算的议案》。
本次财务决算结果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以信会师
报字[2018]第 ZG10963 号审计报告予以确认。

四、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同意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总股本 11,858,441,061 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4,743,376,424.40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1。
五、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 2017 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2017 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的议案》。
七、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含下属子公司）2018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相关审计费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会计
师事务所全年工作量协商确定。
八、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18-025）。
九、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对
外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 2018 年度公司经营需要，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如下对外担保：
1、单笔对外担保具体金额如下：
（1）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含其全资子公司）相互间提供单笔担保额度为
不超过 80 亿元；
（2）本公司与控股房地产开发公司（含其下属房地产公司）相互间提供单
笔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50 亿元；
（3）本公司对非控股房地产开发公司可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单笔不超过 30
亿元的担保；

（4）本公司与控股专业公司（含其下属公司）相互间提供单笔担保额度为
不超过 20 亿元。
2、在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 2017 年底担保余额基础上净增加公
司对外担保额度 800 亿元（含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担保和子公司间相互担保）。
3、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单笔金额不超过 30 亿元的对外
担保由董事长审批，同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4、上述授权均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十、关联董事回避，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公司与合营、联营企
业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8年度与合营、联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提供担保、接受股权投资、
接受合营联营企业财务资助、向合营联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销售商品与提供租
赁、管理及销售等服务、采购商品与接受管理及销售等服务、项目资产及相关股
权出售等关联交易事项金额不超过1200亿元，并授权经营层在关联交易总额范围
内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具体类别及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营、联营
企业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1。
十一、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二、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三、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 2017 年度社会
责任报告的议案》。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四、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制定〈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2018-2020 年 股 东 回 报 规 划 》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1。
十五、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同意根据《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
相关规定，由于余英、付明君、王竹君、李洁、王天昀、熊亚、侯亮、邱文龙、
孙渊、梁萦、冯锐樟、陈哲、赵永华、加伟、赵倩、游年强、戴鸣、赵翔、李玲
英、陈治、唐红艳、靳帆、王德平、盛凯、赵波、梁瑞林、杨柏坚、曹冬等 28
人离职，潘飞 1 人除名，秦选民、营晓燕、刘凤、黄石腾等 4 人退休，激励对象
由 666 名调整为 633 名，相应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12,679.1653 万份调整为
12,081.8962 万份。
十六、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授权经营层进行
项目拓展的议案》。
十七、董事会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上第一至五项、第七项、第九至第十项、第十四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27）。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附件 1：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本人作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之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本人提交了议案相关资料，本人审阅了所提供资料并就有
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
上，基于本人独立判断，现就相关议案发表以下意见：
一、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本次利
润分配相关事项是依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的，符合《公司章程》、
《分红管理制
度》及《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要求。该方案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人同意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
二、关于公司与合营、联营企业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与合营、联营企业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合作项目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有利于保障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人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三、关于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同意《关于制定〈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该项股东回报规
划综合考虑了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经营规划、盈利能力、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
本及外部融资环境，能够兼顾股东投资回报与公司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保护公司
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制定《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人同意该项股东回报规划。

独立董事：张礼卿、谭劲松、朱征夫
二○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