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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局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吴东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吴东生先生因工作原

因，经其本人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其他职务继续履行。 吴东生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局成员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

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局之日起生效。

吴东生先生确认与公司及董事局无不同意见，亦不存在需公司股东知悉的与其辞任有关的其他事宜。

公司董事局对吴东生先生担任董事期间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六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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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2月26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6年2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局十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一、以十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6年度经营计划，2016年度公司、各级子公司及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融资额度总计为人民币550亿元（不包括向珠海

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及授信额度）。现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在上述550亿元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决定单笔不超

过人民币5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融资事项。 上述融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信托融资，股权融资，公司及各级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联

营公司、合营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上述融资事项的授权有效期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以十票赞成，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13）。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的议案》。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李光宁、刘亚非、谢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6-014）。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光宁、刘亚非、谢伟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6-015）。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十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对外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6年度经营计划，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额度内决定并具体开展对外投

资事项。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包括但不局限于股权收购及转让、设立公司、增资、签署合作协议、提供委托贷款等，同时授权董事局根据市场

变化和公司项目拓展需要，在不超过前述投资总额20%的范围内调整总投资额。

上述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十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土地购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6年度经营计划，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额度内决定并具体开展土地购

置工作。 上述土地购置包括但不限于公开竞拍、股权收购、项目合作等方式。

上述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十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申请委托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16.8亿元，

期限2年，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宜未超出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额度。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八、以十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吴东生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其在公司所担任的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局

推荐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提名许继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十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

号：2016-016）。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六年三月一日

简历：

许继莉，女， 1971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市分行副行长、兴业银行珠海分行副行长。 现任珠

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总监、战略投资管理中心副主任、风控合规部总监，兼任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华发商

贸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和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成发企业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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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

●为满足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2016年度公司计划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提供总额为600亿元的担

保。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次担保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对各级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32.24亿元（含各级子公司为股份公司担保

和子公司间相互担保）。 为满足2016年度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为各级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

的融资提供如下担保（不包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1、公司与各级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单笔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

2、公司及各级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可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单笔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担保。

3、在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2015年末担保余额基础上净增加担保额度人民币167.76亿元，合计为人民币600亿元。 前述担保

额度包含：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公司、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按持股比例为联营公司、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4、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决定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项。

5、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级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之间、

联营公司之间及合营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的各级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资公司）。

上述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各级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2016年担保额度

武汉华发中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43,000

武汉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000

广州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50,000

上海铧发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0,000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50,000

珠海华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0,000

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68,000

珠海市浩丰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35,000

珠海市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15,000

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402,000

上海华泓尚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75,000

上海华泓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 150,000

珠海琴发实业有限公司 合营公司 600,000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100,000

广西华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0

珠海奥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22,000

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665,000

珠海华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珠海华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410,000

珠海市华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大连华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0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000

广州华枫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0

广州华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0,000

上海铧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武汉华发长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00

武汉华发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80,000

沈阳华耀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沈阳华纳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15,000

中山市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中山市华发生态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6,000

珠海华发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珠海华福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99,000

珠海华茂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4,000

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16,000

珠海铧国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40,000

珠海华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25,000

珠海市永宏基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合计 6,000,000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尚需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附件一。

三、董事局意见

董事局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16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对于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配合公司及各级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做好融资工作，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

对于联营公司、合营公司，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控制对外担保，公司进行的

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依法运作，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担保数额

截止2016年2月24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60.8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66.50%，其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413.72亿元。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附件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单位名称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截止2015年9月30日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

审计）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资产 净资产

广西华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南宁市 席晓乐 450,966.07 112,464.51 349,636.01 113,459.20

广州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 席晓乐 453,082.44 101,461.38 302,433.94 101,871.58

上海铧发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向 宇 347,031.71 106,872.51 269,644.65 108,636.71

中山市华发生态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山市 刘 克 213,936.50 77,724.25 162,640.17 78,916.40

珠海奥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341,518.80 93,624.23 282,402.49 93,711.61

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1,170,

855.69

298,515.30 722,585.44 481.34

珠海华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145,612.36 83,405.49 191,895.88 79,675.39

珠海华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 俞卫国 612,694.02 224,002.81 229,632.35 224,498.88

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 张 延

1,060,

854.38

237,892.61 460,018.20 238,013.03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495,504.29 178,809.24 206,394.08 189,130.47

珠海华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163,927.44 140,391.81 144,174.67 140,310.87

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613,781.90 439,994.87 542,607.87 427,171.22

珠海市浩丰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 辉 263,215.86 134,054.53 135,791.16 134,115.83

珠海市华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132,030.59 68,378.81 163,306.82 61,829.84

珠海市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319,213.69 87,797.09 166,806.19 36,088.89

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市 戴戈缨 537,990.39 60,795.29 361,564.78 61,470.41

上海华泓尚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 向 宇 0.00 0.00 0.00 0.00

上海华泓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 唐 勇 747,735.63 149,978.10 0.00 0.00

珠海琴发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709,121.26 128,234.24 0.00 0.00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 李光宁

5,040,

177.99

494,090.95

3,539,

453.46

429,768.40

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 魏亚夫 185,793.29 68,225.03 215,242.05 66,632.41

大连华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连市 魏亚夫 160,321.94 11,891.99 174,031.18 15,436.89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 南宁市 席晓乐 138,918.70 47,520.30 121,242.24 47,968.72

广州华枫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 席晓乐 400,604.60 114,391.91 466,726.52 116,631.01

广州华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 席晓乐 295,532.56 50,422.27 295,783.27 50,758.44

上海铧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 向 宇 122,461.97 9,779.84 0.00 -0.02

武汉华发中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市 戴戈缨 65,703.22 18,372.54 52,693.40 820.85

武汉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市 戴戈缨 54,049.94 14,320.08 22,745.12 998.94

武汉华发长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市 戴戈缨 201,848.87 998.87 0.00 0.00

武汉华发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市 戴戈缨 48,399.32 999.32 0.00 0.00

沈阳华耀置业有限公司 沈阳市 魏亚夫 18,477.69 16,039.69 16,698.92 16,098.01

沈阳华纳置业有限公司 沈阳市 魏亚夫 347,441.84 199,926.69 344,377.33 200,155.45

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威海市 刘 克 365,410.01 118,294.27 220,845.65 120,021.19

中山市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山市 王 辉 170,704.34 2,995.72 165,333.60 3,116.66

珠海华发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珠海市 乔渭柏 155,272.72 15,996.53 36,931.68 19,886.82

珠海华福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581,381.62 91,083.77 654,907.29 93,871.08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 辉 546,053.47 64,080.38 475,736.14 84,598.10

珠海华茂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417,274.25 152,286.58 593,273.51 169,156.66

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851,455.48 144,469.24 719,344.92 145,812.53

珠海铧国商贸有限公司 珠海市 张 延 666,677.74 255,244.39 418,274.01 255,589.21

珠海华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76,243.99 -1,296.79 0.00 0.00

珠海市永宏基商贸有限公司 珠海市 王煜伟 584,849.03 20,022.04 55,208.84 18,6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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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

及综合授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根据公司2016年度经营计划，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2016年度公司、各级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拟向珠海华

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财务公司” ）申请贷款及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30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光宁、刘亚非、谢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2016年度经营计划，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2016年度公司、各级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拟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

贷款及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30亿元。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前述贷款及授信事项， 并授权公司在前述额度范围内决定并处理单笔贷款及

授信的具体事项。 上述贷款利率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档期贷款基准利率以及集团财务公司向任何同信用级别第三方发放同

种类贷款所确定的利率。

上述贷款及授信事项以及相关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之

日止。

集团财务公司为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华发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光宁、刘亚非、谢伟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9月。

3、法定代表人：许继莉。

4、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

5、住所：珠海市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18号楼A区。

6、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

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

债券；有价证券投资。

7、财务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707,422万元，净资产为112,546万元；2014年营业收入为19,181万

元，净利润为11,007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档期贷款基准利率以及集团财务公司向任何同信用级别第三方发放同种类贷款所确定的利

率。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扩大公司融资渠道，降

低公司融资成本；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张学兵、陈世敏、江华、谭劲松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扩大公司融资渠道，

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利益，也未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2、本次关联交易公开、公正、公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关

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据此，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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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下属子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

及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根据公司2016年度经营计划，为配合公司、各级子公司及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做好向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集团财务公司” ）贷款及综合授信安排，2016年度公司拟对各级子公司及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

信提供人民币30亿元的担保额度。 前述担保包含：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按持股比例为联营公司、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前述担保事项，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前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并处理单笔担保的具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光宁、刘亚非、谢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2016年度经营计划，为配合各级子公司及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做好向集团财务公司贷款及综合授信安排，2016年度公司拟

对各级子公司及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提供人民币30亿元的担保额度。 前述担保包含：公司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按持股比例

为联营公司、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前述担保事项，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前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并处理单笔担保的具体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及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集团财务公司为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华发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审计通过，关联董事李光宁、刘亚非、谢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9月。

3、法定代表人：许继莉。

4、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

5、住所：珠海市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18号楼A区。

6、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

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

债券；有价证券投资。

7、财务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707,422万元，净资产为112,546万元；2014年营业收入为19,181万

元，净利润为11,007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以市场同类产品或服务为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配合公司及各级子公司、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融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损害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利益，也未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张学兵、陈世敏、江华、谭劲松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是配合公司及各级子公司、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损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利益，也未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开、公正、公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

定,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据此，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6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债券代码：

136057

债券简称：

15

华发

01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3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局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3月16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9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3月16日

至2016年3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1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

5 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对外投资的议案 √

6 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土地购置的议案 √

7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4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否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25 华发股份 2016/3/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

1、法人股东需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须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

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6年3月10日上午9：00-11：30、下午2：30-5：00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华发股份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电话：0756-8282111

传真：0756-8281000

邮编：519030

联系人：阮宏洲、仝鑫鑫

六、其他事项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议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6年3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3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的议案 ? ? ?

2 关于公司201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 ?

3 关于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的议案 ? ? ?

4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5 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对外投资的议案

6 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土地购置的议案

7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0916

证券简称：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

2016-16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股权登记日：2016年2月29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7日14:5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四层会议室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3月6日至3月7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3月7日（星期一）14:55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3月6日—2016年3月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7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6日下午15:00� 至2016年3月7日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至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9号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四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审议为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申请15,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

上述担保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为节约融资租赁利息，降低经营成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宁夏中利腾晖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公司” ）提前归还

融资租赁借款的议案， 公司同时解除为宁夏公司就融资租赁提供的相关担保

责任义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宁夏公司100%股权，现向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贷款15,000万元， 期限12个月，

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剩余本金及利息以自有资金解决。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相关披露请查阅2016年2月2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华北高速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

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授权委托书见本公告附件）

（一）登记方式、登记时间和登记地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6年3月2日的上午9:00—11:30，下午13:00—16:30登

记。

3、登记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9号华北高速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二）登记手续

1、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请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授权代表请持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本人身份证及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 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

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出席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以及依法出具

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

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现将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

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16

2、投票简称：“华北投票” 。

3、投票时间：2016年3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 和13:00—15:

00。

4、在投票当日，“华北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2.00

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序号 表决议案 对应的申报价格

1

审议为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申请15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上述担保合同及

其他相关文件。

1.00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

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6）投票举例

股东对该议案投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0916 华北投票 买入 1.00元 1股（同意）

360916 华北投票 买入 2.00元 2股（反对）

360916 华北投票 买入 3.00元 3股（弃权）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3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6年3月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

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

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http://wltp.cninfo.

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电话：010－58021229� � �传真：010－58021229

（二）联系人：施惊雷 高莹

（三）通讯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9号 邮编：100176

（四）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华北高速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北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本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备 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审议为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15,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上述担保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股东名称：

股东账号:

持股数：

法定代表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

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

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

公章。

证券代码：

000829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公告编号：

2016-026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阶段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12月30日，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

了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控股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音通信” ）以现金方式收购益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益

亮” ）持有的掌信彩通信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信彩通” ）

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此后，公司开展了实施阶段相关工作。2016年

1月12日，掌信彩通取得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天津开发区管委

会关于同意掌信彩通信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企业类型变更的

批复》（津开批[2016]7号）；同日，掌信彩通换领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

量 监 督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78334882XA）。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经天音通信与香港益亮协商，首期94,900万

元人民币股权转让价款由天音通信以等值美元支付至香港益亮指定在香港地

区开立的银行账户。 2016年2月18日，天音通信已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

分局《业务登记凭证》。 上述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涉及外汇审批及购汇手续，目

前天音通信正在积极办理过程中。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

000829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公告编号：

2016-027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天音控股，股票代码：000829）自2015年11月9日（星期一）开市

起停牌，并于同日披露了《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5号）。 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14日、2015年11月21日、2015年11月

28日、2015年12月5日、2015年12月12日、2015年12月19日、2015年12月26

日、2016年1月5日、2016年1月12日、2016年1月26日、2016年2月2日、2016年

2月16日、2016年2月2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056号、2015-058号、2015-060号、2015-061号、2015-063号、

2015-070 号 、2015-078 号 、2016-001 号 、2016-002 号 、2016-012 号 、

2016-015号、2016-019号及2016-020号），于2015年12月8日披露了《董事

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届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

号），于2015年12月15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暨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9号），于2015年12月29日披露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81号），于2016年1

月19日披露了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6-007号），于2016年2月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

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8号）。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5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掌信彩通100%股权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相

关议案，并于2015年12月1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相关

公告。 2015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12月31日披露了相关公告。2016年3月1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阶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26

号），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天音通

信有限公司剩余30%股权事项（以下简称“本次收购事项” ）的各项工作，本

次收购事项的交易对手方为：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目前，各

中介机构已经进驻现场，正在对筹划收购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

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收购事项的相

关议案。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

“万达院线”、“泰格医药”估值方法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

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

基协发[2013]第13号)的要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16年2月29日起，对

停牌股票万达院线 (证券代码: � 002739)、 泰格医药 （证券代码:�

300347），旗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

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

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用当

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登陆我公司官方网站（www.thfund.com.

cn）或拨打我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710-9999）进行详细咨询。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6-032

华夏幸福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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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及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

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编号为“上

证函[2016]267号” 的《关于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以下简称“无异议函” ），载明

公司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

额不超过10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 上交所对

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无异议函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

无异议函规定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