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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3    证券简称：广汇物流    公告编号：2019-037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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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

董事 7 名，实际参会 7 名，其中副董事长郭勇、董事刘俊岐电话参会。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

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所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鉴于近段时间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低于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每股

净资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且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推动公司股票价值合理

回归，同时为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及核心骨

干员工的积极性。依据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财务、资金等状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司本次回

购股份的具体方案如下： 

1、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回购股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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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购期限 

3.1 根据回购股份用途不同，本次回购期限分别不超过 3 个月和

12 个月，即：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用于员工持股计划的

股份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

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根据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

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2 公司不得在下述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

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 

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 6.6 元/股（含），未超过董事会决

议日前 3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具体回购价格在回购实施

期间根据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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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发股票股

利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其中：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拟使用资金 2.1 亿

元-3.5 亿元，占回购资金总额的 70%；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

为 0.9 亿元-1.5 亿元，占回购资金总额的 30%。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的 70%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在发布

回购结果公告 12 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回购股份总数

的 30%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则公司回购的全部股份将予以出售。 

以回购价格上限 6.6元/股、回购金额上限 5亿元测算回购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如下： 

序号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回购实施期限 

1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

股东权益 
53,030,303 4.23%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3个月 

2 员工持股计划 22,727,273 1.81%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合计  75,757,576 6.04%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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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发股票股

利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拟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公司管理层相

关人士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1、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具体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3、股份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向员工持股计划过户事宜； 

4、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回购股份所必需的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

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积极应对当前宏观经济新常态及新疆家居建材商贸流通行业

竞争激烈等影响，补足传统商贸物流园区租赁业务、冷链业务以及保

理业务增长放缓或培育期的业绩增长空间，公司拟继续阶段性推进对

盈利前景较好的房地产项目的收购工作，拟由全资子公司四川广汇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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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实业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桂林广汇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的桂林临桂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2%股权，收购新疆万财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汇润兴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股权，收

购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汇茗万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蒙科良、郭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已实施完

毕，根据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和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将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2.493 元/股调整为 2.193 元/股，预留部分授予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2.521 元/股调整为 2.221 元/股；首

次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4.98 元/份调整为 4.68 元/

份，预留部分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5.04 元/份调整为

4.74 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和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在审议该议案时，董事蒙科良、郭勇、李文强作为首次或预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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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行权条件已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及股票期权行权，并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及股票期权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1）。 

在审议该议案时，董事蒙科良、李文强作为首次授予权益激励对

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已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 7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公司总股本由 1,252,704,752 股

变更为 1,254,766,752 股，注册资本亦相应由人民币 1,252,704,752

元变更为 1,254,766,752 元；同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4 月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公司章程》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六条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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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

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吸引和保

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拟实施 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

要》（公告编号：2019-043）。 

审议该议案时，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蒙科良、郭勇、李

文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 

为规范公司 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

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制定《广汇物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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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审议该议案时，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蒙科良、郭勇、李

文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

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19 年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事宜，具体授权事

项如下： 

1、授权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 

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4、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提前终止和存续期届满后继

续展期作出决定； 

5、本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本

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6、提名管理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权利； 

7、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

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

日内有效。 

审议该议案时，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蒙科良、郭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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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所属子公司股权调整的议案》 

为优化资源配置，适应未来物流、供应链金融及阶段性房地产项

目各板块相对独立运营和集团化管理的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亚

中物流商务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拟将新疆一龙歌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股权、新疆御景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划转至四川

广汇蜀信实业有限公司，并将四川广汇蜀信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划转至广汇物流。划转完成后，广汇物流直接持有四川广汇蜀信实业

有限公司 100%股权，四川广汇蜀信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全部房地产项

目公司股权，对公司所有房地产项目进行统一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股权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 2019年 8月 7日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关于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 6 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46）。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二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的意见，并对上

述第一、二、三、四、六、七、八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独立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f15f7a192525ef8d8b8f0096686bed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f15f7a192525ef8d8b8f0096686bed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b9efc8b964feb481b6b105e639725f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b9efc8b964feb481b6b105e639725f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d9b1dd76227cb35aa3d2a6b607cf655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74b8559ac6217e3c82db1e71f627a4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74b8559ac6217e3c82db1e71f627a4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74b8559ac6217e3c82db1e71f627a4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74b8559ac6217e3c82db1e71f627a4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74b8559ac6217e3c82db1e71f627a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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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会议相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7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