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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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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2021年3月1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1年3月24日上午在上海召

开,会议由董事长黄震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监事会监事和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充分讨论，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和2021年度



2 

 

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0年度公司母报表中实现净利润913,131,359.56元，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

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三条，2020年度应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91,313,135.96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6,561,420,316.45元，再扣除已根据2019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2019年度现金红利1,123,390,947.52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

利润为6,259,847,592.53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现公司拟向2020年度

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3.30元（含税），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具体

实施分配方案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金额根据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数及回购专

用账户股份数确定。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10,337,220.80元，按公司总股本

（3,883,498,464股）扣除截至2021年2月28日回购专户已持有的股份（4,134,076

股）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30元（含税），预计现金分红

的数额（含税）共计1,280,190,248.04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5.46%。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公告》编号：临 2021－012） 

 

五、《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本年度公司本期计提(+)/转回(-)坏账准备-10,302,354.23 元，计提(+)/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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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跌价准备 34,372,151.69 元，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后，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24,069,797.46 元，约占本期利润总额 5,273,941,340.63 元的 0.46%，对公司经营

成果影响不大。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情况：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六、《关于2021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借款及

担保情况公告》编号：临 2021－013） 

 

七、《关于支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 2021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支付 2020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报酬与 2021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编号：临 2021－014） 

 

八、《关于支付2020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1年续聘内控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支付2020年度内控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2021年续聘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编号：临2021－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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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议案。有关表决情况如下： 

1. 《关于 2020 年销售及购买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房租租赁、向关联公司

存贷款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关联董事徐晓亮、龚平、王基平、石琨回避表决，该议

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 2020 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1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关联董事朱立新、李志强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编号：临 2021－016） 

 

十、《关于2021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复合功能地产业务为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复合功能地产业务已经成为公司构

建家庭快乐消费产业集群、城市产业地标的重要支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并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执行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计划，并给予如下具体

授权： 

1、本议案经审议通过之日起，2021 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不

超过150亿元。 

2、在不超出投资总额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各项目之间的投资。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自身战略优势引入战

略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项目。 

3、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项目建设及项目拓展需要，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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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本次授权投资总额20%的范围内调整总投资额度。 

4、授权有效期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表决情况：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

报告》 

表决情况：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三、《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四、《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

员会2020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

2020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五、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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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高敏先生工作安排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并且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

零七条 “董事会由12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4名”的规定，由公司董事会提名，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人力资源委员会审核，同意郝毓鸣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其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郝毓鸣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十六、 《关于聘任公司高管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和公司董事会提名与人力资

源委员会审核，并征得被提名人同意，由公司总裁黄震先生提名聘任邹超先生为公

司执行总裁。任期自2021年3月24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邹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十七、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编号：临2021-018）。 

 

十八、 《关于拟申请统一注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DFI）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合理控制财务成本，同时使

公司能够灵活选择融资工具，及时满足资金需求，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拟在达到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成熟层企业”的相关要求后，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申请统一注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DFI），品种包括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

资券、中期票据、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乡村振兴票据、并购票据、双创债等，公司将在注册有效期内自主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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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申请统一注册多品种

债务融资工具（DFI）的公告》编号：临2021-019） 

 

十九、 《关于召开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有关议案尚需递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决定

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编号：临2021-020） 

 

特此公告。 

 

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26日 

 报备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决议 

 

附：郝毓鸣女士、邹超先生简历。 

郝毓鸣，女，1979 年出生，大学本科，管理学学士，在职研究生，2000 年 7

月至 2002 年 11 月在中华易聘网担任人事主管，2002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1 月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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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担任人才咨询部顾问、部门经理。2009 年 12 月加入

复星集团，先后担任人力资源总监、高级总监、复星大宗板块人力资源执行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职务。2017 年 5 月加入豫园股份担任人力资源中心联席总经理，2018

年 4 月担任豫园股份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中心联席总经理。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月担任豫园股份副总裁。现任复星国际总裁高级助理、联席 CHO。 

邹超，男，1982 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企

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历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KPMG）

审计助理经理、审计员。2011 年 10 月至 2015 年 3 月期间担任世茂集团（HK0813）

集团财务管理中心创新金融部部门负责人、内控部综合组财务高级经理、财务专业

经理、报表部财务副经理。2015 年 3 月加入复星集团，期间担任复星地产财务董

事总经理、兼任复地集团总裁助理、CFO，复星地产资金执行总经理、财务分析高

级总监、预算分析总监等。2018 年 7 月 3 日起担任豫园股份副总裁兼 CFO。于

2018 年 8 月起担任招金矿业（HK1818）监事，2020 年 10 月起担任金徽酒

（SH603919）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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