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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33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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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月 12日以电话及电邮方式

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9 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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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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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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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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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母公司 2018 度实现的净利润 830,708,222.02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计 83,070,822.20 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272,251,259.80 元，减 2017 年度利润已分配的 217,838,005.56

元，本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802,050,6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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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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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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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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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余部分至下年度分配。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按分红实施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

基数，确定本次最终分红总金额。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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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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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审计费用为 18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45 万元。 

公司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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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审计费用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根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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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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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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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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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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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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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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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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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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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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经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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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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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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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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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配合2019年融资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意公司对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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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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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 重庆长川置业有限公司 80,000 

3 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4 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5 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80,000 

6 云南原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7 上海贵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8 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60,000 

9 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 60,000 

10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80,000 

11 重庆泰之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00 

12 武汉东原励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合计    940,000  

序号 担保对象（控股）   担保额度（万元） 

1 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 

2 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3 成都鸿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4 成都长天益丰置业有限公司 30,000 

5 贵阳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6 杭州创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10,000 

7 杭州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8 盱眙兆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9 苏州澄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10 上海万企爱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11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12 郑州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13 武汉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 

14 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000 

15 重庆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16 南京睿致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5,000 

17 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 35,000 

18 苏州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19 武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0,000 

20 武汉东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 

21 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22 杭州东原励川科技有限公司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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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24 远东川府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70,000 

  合计    2,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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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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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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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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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公告》（临2019-0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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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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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000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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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盛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000  

2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7,000  

3 重庆盛东骏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4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  

5 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25,000  

6 成都市美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7 成都益丰天成置业有限公司            6,500  

8 杭州宸睿置业有限公司            7,500  

9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000  

10 上海东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0,000  

  小计      4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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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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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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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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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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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3.5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00 

小计 1,061.50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 

重庆迪星天科技有限公司 2,800.00 

小计 2,80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0.00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0.00 

重庆盛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63.50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900.00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380.00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32.67 

上海励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1.84 

重庆市南岸区碧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39.00 

重庆旭原天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成都益丰天成置业有限公司 15,200.00 

苏州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5.36 

苏州盛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5.54 

苏州睿致房地产有限公司 42.00 

苏州致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00 

成都市美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司    800.00 

句容宝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29.00 

许昌金耀房地产有限公司 521.00 

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2,280.00 

西安世元申川置业有限公司 15,075.00 

杭州宸睿置业有限公司   430.74 

重庆盛东骏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51.70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888.00 

小计 73,083.35 

接收关联人提供 重庆旭原天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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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 小计 1,078.00 

合计   78,0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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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股东大会审批后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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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进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临 201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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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结合自身资金使用情况，在全资、控股及参股公司发展

所需时，拟向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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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营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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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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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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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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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参股公司的借款额度还需提交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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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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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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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坏账核销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及子公司经营过程中长期挂账追收无果、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账

款及其他应收款项进行坏账核销。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共计14,084,481.37元，核

销的其他应收款共计1,687,873.84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坏账予以核销，账销案存。

公司及子公司在以前期已对上述坏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坏账核销后不会对

公司当期净损益产生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核销坏账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公

司及子公司的实际情况，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坏账核销的公告》（临 2019-038 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要求，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公司同意按照财政部2018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的相

应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9-039 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

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新一届(第七届)非职工董事候选人名单为：罗韶颖女



 10 

士、黄力进先生，同时提名张忠继先生、吴世农先生、李琳女士为本公司独立董

事。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杨永席先生、易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杨永席先生、易琳女士将与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非

职工董事及三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九、审议并通过了《2018 年社会责任报告》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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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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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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