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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105.2632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钢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南京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65.08%，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股29.92%，重庆盛益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6,133.74万元，所有者权益160.23万元，净利润-421.35万元。

9、苏州澄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泾大道1号漕湖大厦16层15室

成立时间：2018年09月07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既君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苏州古早实业有限公司持股40%，深圳市创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6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6,582.05万元，所有者权益116,410.05万元，净利润-27.60万元。

10、上海万企爱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潭路99弄145号一层

成立时间：2010年06月18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斌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不得从事酒店经营），销售：五金、建筑装潢材料、百货，企业管理咨询（除经

纪）。

股东情况：上海志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33.33%，上海名冀实业有限公司持股66.67%。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305.38万元，所有者权益11,984.25万元，净利润-15.72万元。

11、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路1号

成立时间：2017年01月05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城镇化建设、开发；旧城改造建设、开发；棚户区改造建设、开发。

股东情况：武汉东原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1%，河南东方宇亿置业有限公司持股49%。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6,145.67万元，所有者权益2,465.94万元，净利润-1,892.67万元。

12、郑州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荥阳市贾峪镇洞林路1号

成立时间：2018年09月21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曌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服务。

股东情况：郑州东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70%，郑州洞林湖置业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持股3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8,922.57万元，所有者权益-224.49万元，净利润-224.49万元。

13、武汉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洪山区书城路维佳创意大厦13层1302室

成立时间：2016年01月28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房屋修缮；生态农业开发。

股东情况：武汉东原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1%，深圳市平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9%。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91,289.36万元，所有者权益25,299.10万元，营业收入59,485.01万元，净利润7,434.41万元。

14、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街道三一大道骏豪花园A7栋102室成立时间：2018年06月2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自建房屋的销售。

股东情况：武汉东原励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70%，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2,366.92万元，所有者权益-706.68万元。

15、重庆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云开路36号附1号-16号

成立时间：2012年03月21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俞尾银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武汉东方睿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7,829.09万元，所有者权益-5,341.06万元，营业收入4,562.53万元，净利润-1,553.93万元。

16、南京睿致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创智路1号北纬国际中心A座10层

成立时间：2018年03月15日

注册资本：105.27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钢

公司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股东情况：南京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94.99%，重庆宝赢腾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5.01%。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2,132.51万元，所有者权益-55.88万元，净利润-148.24万元。

17、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沪南路3217号

成立时间：1998年12月17日

注册资本：7438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既君

公司经营范围：酒店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健身服务，会务服务，停车场（库）经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股东情况：上海贵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0%，上海智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9,890.68万元，所有者权益9,813.72万元，净利润-1,057.37万元。

18、苏州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华元路三角咀家园

成立时间：2016年04月25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既君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上海翃眩实业有限公司持股51%，上海和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49%。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84,363.53万元，所有者权益12,756.70万元，净利润-5,775.40万元。

19、武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洪山区青菱乡长江村（张家湾特117号）1栋1-2层

成立时间：2016年08月08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装饰工程设计、施工；房屋维修；生态农业开发。

股东情况：武汉东原益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0%，武汉东原益丰为公司武汉东原睿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9.28%控股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93,125.48万元，所有者权益54,935.91万元，营业收入131,197.88万元，净利润8,919.21万元。

20、武汉东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街道十字东街7号（10）

成立时间：2018年10月30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虎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装饰工程、房屋修缮工程设计及施工；生态农业开发。

股东情况：武汉瑞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95.7%，珠海市乐睿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4.3%。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9,455.00万元，所有者权益0.06万元，净利润0.06万元。

21、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8号

成立时间：2006年08月16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鲁川

公司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限本企业自产产品）消防车、通信车、指挥车、伴随保障车、电力抢修车、抢险救援车、应急交通保障

抢修车、炊事车、餐车、外场饮食保障车、宿营车、商务房车、淋浴车、多功能洗消车、飞机清水车、飞机污水车、机场场务工程车、驱鸟车、检

测车、医疗救护车、防弹防爆车、防爆路障车、特品运输车、干扰车等专用车（含相关零部件）。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仓

储服务，车辆制造技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网络设施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相关信息服务。

股东情况：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0%，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444.21万元，所有者权益6,712.59万元，营业收入22,751.74万元，净利润-272.61万元。

22、杭州东原励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2699号

成立时间：2017年09月13日

注册资本：111.1111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谱

公司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

股东情况：杭州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70%之控股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222.51万元，所有者权益-18.04万元，净利润-28.32万元。

23、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新农街38号2-1＃

成立时间：2002年04月16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俞尾银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90%之控股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8,983.75万元，所有者权益2,539.12万元，营业收入2.93万元，净利润-87.69万元。

24、远东川府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9号附26号1栋1楼

成立时间：2013年10月22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永劼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编号“WH09（252/211）:2013-141”地块进行房地产的开发建设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95%之控股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9,312.78万元，所有者权益-1,525.14万元，营业收入173.73万元，净利润-5,840.67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中，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被担保对象包括：重庆晶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远东

川府置业（成都）有限公司、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云南原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贵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汉瑞华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西藏东和贸易有限公司、武汉东原励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长天益丰置业有限公司、贵阳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

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盱眙兆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州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东原天合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河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睿致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威斯莱

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苏州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东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东原励川

科技有限公司。

累计担保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合计748,178.9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所有者权益的64.99%，无

逾期对外担保。

（二）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

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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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8号

成立时间：1997年10月9日

注册资本：2,413,807,284元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期限经营）；制造、销售运钞车、特种车及零部件（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车型

组织生产、销售），上述汽车售后服务；销售汽车（不含九座及以下乘用车）；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出口业务（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

营的出口商品除外）、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

外）；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网络设施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相关信息服务（除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项目外）；销

售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总资产5,886,204.36万元，净资产1,151,232.33万元，营业收入1,324,560.1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01,664.53万元。

累计担保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合计16,8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所有者权益的1.46%。 无其他对外

担保余额，无逾期对外担保。

（三）子公司融资相互提供担保额度

子公司相互之间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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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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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担保协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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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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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担保目的

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对该等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

解，该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层的授权是考虑到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融资及经营需求而作出的。公司对该等公司的资

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五、独立董事意见

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担保额度均为上市公司体系内的担保行为，是考虑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合理预测

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 公司对该等公司经营状况、资信及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

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我们认为公司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担保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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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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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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为联营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额度（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

● 担保对象：公司联营企业。

●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余额合计11,878.90万元。

●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

一、担保情况介绍

经公司第届六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为联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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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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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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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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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重庆盛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金桥路8号（金桥大楼5楼）

成立时间：2017年3月27日

法定代表人：李良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咨询。

股东情况：重庆盛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00%。重庆盛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元澄实业有限公司出资50%之

联营企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23,608.75万元，净资产-730.5万元，净利润-1,253.68万元。

项目情况：重庆旭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与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竞拍方式参与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拍卖出让活动竞得大渡口区组团F区F1-9-2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土地出让面积26,431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05597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使用年限为40年。 现由联营企业之子公司重庆盛尊负责该项目开发建设。

2、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求新村4号附1号3-1号

成立时间：2016年8月22日

法定代表人：罗红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重庆睿丰致元实业有限公司出资100%。重庆睿丰致元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资子公司重庆天同睿成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33.3%之联营企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37,377.30万元，净资产-1,063.38万元，净利润-4,451.05万元。

联营企业重庆睿丰致元实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通过竞拍方式参与重庆市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挂牌出让活动，成功竞得南岸区弹子石A分区A8-1/03、A8-3/03、A8-5/03、A17-1/04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序号：16046）。

该项目土地出让面积146,824平方米,土地规划用途为娱乐康体、商务、商业、二类居住、服务设施用地，出让年限为商业40年、住宅50年，

总建筑面积≤443,781平方米(不含服务设施用地建筑面积)。 现由其全资子公司至元成方负责该项目开发建设。

3、重庆盛东骏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一村59号附8号至附22号

成立时间：2018年12月19日

法定代表人：唐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租赁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0%之合营企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6,847.07万元，净资产-0.05万元，净利润-0.05万元。

项目情况：

2018年12月12日， 同原地产与重庆中骏和信置业有限公司通过联合竞拍方式参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

源交易分中心公开拍卖出让活动，竞得九龙坡区中梁山组团G分区G34-2/04，G30-2/06、G35-1-3/06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九龙

坡区中梁山组团G分区G34-2/04，G30-2/06、G35-1-3/06号宗地出让面积61,771平方米, 规划用途二类居住用地， 总计容建筑面积≤

123,542平方米，出让年限50年。 该项目由盛东骏和负责开发建设。

4、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00.95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一村59号附1号

成立时间：2017年5月24日

法定代表人：蒋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从

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化危品）、装饰材料（不含化危品）、五金交电、电源、机电设备。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励德之方实业有限公司持股22.19%之联营企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18,803.26万元，净资产-4,831.14万元，净利润-6,328.45万元。

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与重庆旭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联合竞拍方式成功竞得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N分区

N02-4-1/03、N02-4-2/03、N03-2/08、N03-3/06、N04-2/04、N05-9/04、N05-1/05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宗地土地出让面积

127,982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73,594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二类住宅用地；使用年限为：住宅50年、商业40年。现由联营企业重庆盛资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开发建设。

5、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00万元

注册地址：绵阳市经开区绵州大道北段8号

成立时间：2007年11月28日

法定代表人：陈思渝

主要经营范围：新材料研发及技术推广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废旧物资回收销售，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荣府置地发展有限公司持股30%之联营企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8,506.97万元，净资产-8,276.86万元，净利润137.64万元。

联营企业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绵阳市经开区板桥村开发建设。 该项目土地面积59,171平方米，宗地用途：居住兼容商

业（商业），宗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容积率≤3。

6、成都市美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崇州市崇阳街道崇庆北路247号

成立时间：2018年01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刘立国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0%之联营企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7,860.49万元，净资产8,689.8万元，净利润-1,310.20万元。

联营企业成都市美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崇州市崇阳街道石羊社区2、7组 CZ2017-09（252）号宗地开发建设。 该项目土地面

积61,775平方米，容积率：2.0，宗地用途：住宅用地，年限为70年。

7、成都益丰天成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76.9228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阳大道三段5号1栋2单元11层22号

成立时间：2017年04月11日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元正洪久置业有限公司持股30%之联营企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5,346.74万元，净资产2,725.70万元，净利润-287.83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通过竞拍方式参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

动，成功竞得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太平村1、7组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项目土地面积10,651平方米，计容面积不大于20,237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 现由其联营企业成都益丰天成负责该项目开发建设。

8、杭州宸睿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前村街388号5楼503室

成立时间：2018年08月10日

法定代表人：王智勇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室内外装饰工程、水电安装（除电力设施）施工。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东原励川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5%之联营企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8,219.59万元，净资产3.887.27万元，净利润-112.73万元。

杭州旭辉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通过竞拍方式参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成

功竞得萧政储出【2017】8号地块，地块坐落于萧山区北干东单元，出让土地面积28,344平方米，容积率不大于3.3，建筑总面积82,488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东原致元通过股权受让取得杭州宸盛置业33%股权。该

项目由杭州宸盛置业负责开发建设。

9、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96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街道平港路1号办公楼699室

成立时间：2018年08月15日

法定代表人：祝强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日用百货、办公用品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泰裕置业有限公司持股49%之联营企业。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6,418.39万元，净资产195,929.98万元，净利润-70.02万元。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南京市栖霞区龙潭NO.2018G2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建设。 该地块东至规划花园路，

南至规划临港路，西至规划三江河东路，北至规划平港路，土地面积87,301平方米，土地用途商住用地，地块成交总价139,000万元。

10、上海东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8300弄6-7号1幢3层W区331室

成立时间：2016年8月29日

法定代表人：高斌

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开发。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赢致实业有限公司持股50%，无锡华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0,107.88万元，净资产4,668.15万元，净利润-171.40万元。

2016年8月上海赢致实业有限公司与无锡华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联合竞拍方式参与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成功竞得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淀惠路北侧35-04地块（地块公告号:20160570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项目土

地净用地面积23,450平方米，计容面积46,898平方米。 宗地用途为普通商品房，出让年限为70年。 项目现由上海东碧进行开发建设。

三、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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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是基于联营公司项目开发及经营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其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行为，是基于联营公司项目开发及经营业务开展需要，根据其实际发展情况提供合理担保金额并

承担相应担保责任，我们认为该担保合理，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资料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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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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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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关联交易金额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是公司发展所需要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此项关联交易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罗韶颖、黄力进在董事会上

回避表决该议案。

2、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我们事前审阅了管理层提

交的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的要求；

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业务，将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18年预计金

额(万元)

18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关联自然人 1,000.00 未发生

小计 1,000.00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重庆迪星天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145.19 采购金额增加

小计 1,000.00 1,145.19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0 未发生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10 39.28 实际发生不足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1,600.00 190.88 实际发生不足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950 139.87 实际发生不足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 未发生

重庆盛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 556.71 实际发生不足

重庆市南岸区碧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00.00 649.48 实际发生不足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700.00 2,858.79

成都益丰天成置业有限公司 450 107.92 实际发生不足

上海顺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0 未发生

上海励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00.00 1,687.29

苏州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0 344.25

苏州盛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0 246.27

上海万企爱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未发生

成都市美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0 128.73 实际发生不足

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450 未发生

重庆旭原天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 150.53 实际发生所需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00.00 1,855.66

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司 1,200.00 544.04 实际发生不足

苏州睿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 42.05 实际发生不足

苏州致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 27.96 实际发生不足

小计 17,860.00 9,569.71

合计 19,860.00 10,714.90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关联自然人 1,000.00 0.08%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43.50 0.00%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8.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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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225.98 1,145.19 0.12%

小计 2,800.00 1,145.19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30.00 0.04%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60.00 0.09% 39.28 0.06%

重庆盛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00.00 0.73% 119.19 556.71 0.82%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6,563.50 9.62% 15.72 1,855.66 2.72%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

司

900.00 1.32% 13.58 190.88 0.28%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

限公司

380.00 0.56% 16.88 139.87 0.20%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32.67 2.98% 35.31 2,858.79 4.19%

上海励治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601.84 0.88% 35.38 1,687.29 2.47%

重庆市南岸区碧和原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39.00 1.38% 148.13 649.48 0.95%

重庆旭原天澄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 0.29% 0.40 150.53 0.22%

成都益丰天成置业有

限公司

15,200.00 22.27% 60.14 107.92 0.16%

苏州长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95.36 0.29% 344.25 0.50%

苏州盛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35.54 0.20% 246.27 0.36%

苏州睿致房地产有限

公司

42.00 0.06% 42.05 0.06%

苏州致方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8.00 0.04% 27.96 0.04%

成都市美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300.00 0.44% 128.73 0.19%

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

司

800.00 1.17% 544.04 0.80%

句容宝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929.00 1.36% -

许昌金耀房地产有限

公司

521.00 0.76% -

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

有限公司

2,280.00 3.34% -

西安世元申川置业有

限公司

15,075.00 22.09% 260.78 -

杭州宸睿置业有限公

司

430.74 0.63% -

重庆盛东骏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051.70 11.80% -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6,888.00 24.74% -

小计 73,083.35 9,569.71

接收关

联人提

供的服

务

重庆旭原天澄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78.00 2.14%

小计 1,078.00

合计 78,022.85 10,714.9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滨路2号1幢

成立时间： 2017年05月24日

法定代表人：蒋春

注册资本：2100.95万元

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从

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化危品）、装饰材料（不含化危品）、五金交电、电器、机电设备。

系公司联营企业，为重庆励德之方实业有限公司持股22.19%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18,803.26万元，所有者权益-4,831.14万元，营业收入48.16万元，净利润-6,328.45万元。

2、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求新村4号附1号3-1号

成立时间：2016年08月22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红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系公司联营企业，股东情况：重庆睿丰致元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重庆睿丰致元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同睿成实

业有限公司间接持股33.3%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37,377.30万元，所有者权益-1,063.38万元，营业收入4.60万元，净利润-4,451.05万元。

3、重庆迪星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广福大道6号附23号-2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12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学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网络信息技术开发；网络平台开发、维护、推广；通讯产品研发销售（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地面卫星接收设备）；

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系公司联营企业，股东情况：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0%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26.18万元，所有者权益714.00万元，营业收入1,178.50万元，净利润14.90万元。

4、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东路二巷2号附30号

成立时间： 2010年11月1日

法定代表人：罗永

注册资本：35,000万元

主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执业）；园林绿化养护；停车场租赁；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家政服务、图文

设计；销售日用百货、服装、工艺美术品、皮具、五金交电、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射设备）、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1,188.90万元，所有者权益40,184.13万元，营业收入1,132.51万元，净利润546.44万元。

5、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80号附18号3-3

成立时间：2011年12月24日

法定代表人：罗永

注册资本：64,000万元

主要经营：商场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信息咨询；园林绿化管理咨询；停车场租赁；销售：日用百货、服装、饰

品、皮具、五金交电、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射设备）、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家政服

务；图文设计、制作。（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或许可的项目，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系东银控股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2,624.52万元，所有者权益39,633.83万元，营业收入1,064.54万元，净利润-4,026.06万元。

6、重庆盛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金桥路8号（金桥大楼5楼）

成立时间：2017年03月2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良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有效资质证执业）；房地产中介（不含房地产评估）；企业管理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系公司联营企业。 股东情况：重庆盛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重庆盛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元澄实业有

限公司出资50%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23,608.75万元，所有者权益-730.50万元，净利润-1,253.68万元。

7、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中路63-113号商业A区一层

成立时间：2013年8月1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史立同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系公司联营企业，郑州致方置业有限公司和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其中郑州致方持股比例为80%；东原地产持

股比例为2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3,978.88万元，所有者权益-17,430.25万元，营业收入6,576.34万元，净利润-7,706.51万元。

8、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跃路83号二层5号

成立时间：2013年8月2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史立同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系公司联营企业，郑州致方置业有限公司和东原地产共同出资设立，其中郑州致方持股比例为80%；东原地产持股比例为2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7,270.64万元，所有者权益-14,700.19万元，营业收入3,203.52万元，净利润-5,362.20万元。

9、上海励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岚丰路1150号1幢1329室

成立时间：2016年 02�月 14�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既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系公司联营企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之方实业有限公司持股30%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19,539.51万元，所有者权益-4,653.62万元，净利润-3,237.39万元。

10、重庆市南岸区碧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同景路5号S1-2幢27-12

成立时间：2017年07月27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雷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房屋销售及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系公司联营企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东原睿合置业有限公司持股31.35%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8,351.13万元，所有者权益-1,413.84万元，营业收入93.55万元，净利润-3,253.54万元。

11、重庆旭原天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87号-1层至-1夹层商业

成立时间：2016年03月31日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景志山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凭资质执业）；家政服务；园林绿化维护；停车场管理；房屋租赁；房屋中介；防盗智能系统设计、安装及

调试服务；销售：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系公司联营企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持股49%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99.02万元，所有者权益962.54万元，营业收入1,860.84万元，净利润599.16万元。

12、成都益丰天成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阳大道三段5号1栋2单元11层22号

成立时间：2017年04月11日

注册资本：3,076.9228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爱明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

系公司联营企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元正洪久置业有限公司持股32.5%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5,346.74万元，所有者权益2,725.70万元，净利润-287.83万元。

13、苏州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仓市沙溪镇白云南路

成立时间：2017年04月10日

注册资本：1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既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系公司联营企业，上海行栋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上海行栋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苏州萃超实业有限公司持股27.9094%之

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5,967.81万元，所有者权益17,042.09万元，净利润-890.07万元

14、苏州盛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仓市沙溪镇白云南路

成立时间：2017年04月18日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杰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系公司联营企业， 重庆业翰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重庆业翰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苏州萃超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7.9094%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4,573.72万元，所有者权益11,175.12万元，净利润-750.03万元

15、苏州睿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仓市沙溪镇白云南路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02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既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及相关配套交通设施的建设、管理。

系公司联营企业，公司子公司上海锦璃实业有限公司对其持股16.7%。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6,140.54万元，所有者权益14,396.57万元，净利润-595.33万元

16、苏州致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仓双凤镇凤北路88号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09日

注册资本：9,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既君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及相关配套交通设施的建设、管理。

系公司联营企业，公司子公司上海啸矗实业有限公司对其持股16.7%。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0,043.41万元，所有者权益8,373.87万元，净利润-622.39万元

17、成都市美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崇州市崇阳街道崇庆北路247号

成立时间：2018年01月2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立国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系公司联营企业，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7,860.49万元，所有者权益8,689.80万元，营业收入30.28万元，净利润-1,310.20万元

18、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畔村379号-1

成立时间：2017年07月0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汝海林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系公司联营企业，上海拓赫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对其持股5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60,527.80万元，所有者权益-709.57万元，净利润-1,606.79万元

19、句容宝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畔村379号-1

成立时间：2017年07月0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汝海林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系公司联营企业，公司子公司南京东原睿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其持股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1,899.66万元，所有者权益-115.82万元，净利润-115.82万元

20、许昌金耀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畔村379号-1

成立时间：2017年07月0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汝海林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系公司联营企业，公司子公司澄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其持股33.33%。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3,076.97万元，所有者权益7,376.07万元，净利润-623.93万元

21、四川双马绵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绵阳市经开区绵州大道北段8号

成立时间：2007年11月28日

注册资本：3,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思渝

主要经营范围：新材料研发及技术推广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销售；废旧物资回收销售，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荣府置地发展有限公司持股30%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8,506.97万元，所有者权益-8,276.86万元，营业收入65.70万元，净利润137.64万元

22、西安世元申川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畔村379号-1

成立时间：2017年07月0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汝海林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系公司联营企业， 西安东华成丰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公司子公西安东原荣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股东47.22%之联营企

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1,447.12万元，所有者权益721.55万元，净利润-286.80万元

23、杭州宸睿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前村街388号5楼503室

成立时间：2018年08月10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智勇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室内外装饰工程、水电安装（除电力设施）施工。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东原励川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5%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8,219.59万元，所有者权益3,887.27万元，净利润-112.73万元

24、重庆盛东骏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一村59号附8号至附22号

成立时间：2018年12月1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租赁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50%之合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6,847.07万元，

所有者权益-0.05万元，净利润-0.05万元

25、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街道平港路1号办公楼699室

成立时间：2018年08月15日

注册资本：19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祝强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日用百货、办公用品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泰裕置业有限公司持股49%之联营企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6,418.39万元，所有者权益195,929.98万元，净利润-70.02万元。

26、关联自然人

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中规定的关联自然人范畴。（二）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

及联营企业销售产品、商品；公司及子公司向联营企业购买原材料；公司及子公司为关联方及联营企业提供物业服务及空置房服务、绿化

装饰装修服务、咨询服务、总包服务等；接受联营企业物业服务。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4-5项系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第八条第（二）点的规定属于公司关联方。 1-3项、6-25项为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

第七款规定联营、合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6项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上述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四）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正常，日常关联交易履行良好，不

会对本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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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正常的经营行为，在价格公允的基础上与关联方发生交易，是一种对等的互利行为，也是双方业务发展所需并实现

资源合理利用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时间和方式合理，无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存在依赖该

类关联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上市公司不存在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依赖该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交易符合双方业务经营的需要，在价格公允的基础上是一种对等的互利性经营行

为。 提交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定价方法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需上报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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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四）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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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坏账核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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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财务情况，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

坏账核销的议案》，拟将确认无法收回公司及子公司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进行核销，账销案存。 坏账核销具体情况如下：

一、 核销坏账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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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予以核销。拟注销款项前期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故由公司及子公司承担该笔损失并作坏账核销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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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如下：

所属公司 项目 应收账款余额 已计提坏账余额 核销金额

核销原

因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133项） 8,949,026.98 8,949,026.98 8,949,026.98

确认无

法收回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应收账款（23项） 5,135,454.39 5,135,454.39 5,135,454.39

合计 14,084,481.37 14,084,481.37 14,084,481.37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2项） 632,342.35 632,342.35 632,342.35

确认无

法收回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34

项）

750,775.71 750,775.71 750,775.71

重庆达航工业有限

公司

其他应收款（15项） 232,549.98 232,549.98 232,549.98

北京迪马工业有限

公司

其他应收款（1项） 72,205.80 72,205.80 72,205.80

合计 1,687,873.84 1,687,873.84 1,687,873.84

二、 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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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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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坏账核销，是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且核销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核销坏

账，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坏账核销。

五、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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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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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此次核销。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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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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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迪马股份”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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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变更情况

本公司变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及受影响报表项目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和“应收

账款” 合并列示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

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利

息” 和“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 列

示；“应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 并入“其

他应付款” 列示；“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

“固定资产” 列示；“工程物资” 并入“在

建工程” 列示；“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

应付款” 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427,815,328.34元，上期金

额455,621,225.21元；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4,234,280,983.43元，

上期金额4,810,967,333.69元；

调增 “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61,965,846.90

元，上期金额192,341,401.25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

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

“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

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 和“利息

收入” 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调减“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42,256,573.96元，上期

金额37,680,848.72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变更仅修改财务报表列报，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按照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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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

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

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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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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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换届情况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一）非职工董事

公司董事会提名罗韶颖女士、黄力进先生、张忠继先生、吴世农先生、李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其中张忠继先生、吴世农先生、李琳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具备法律法规要求的独立性。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将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进行审核。

公司于2019年 3�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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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选举。

（二）职工董事

公司已于 2019�年 3�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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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二、监事会换届情况

（一）股东代表监事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需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监事会提名易宗明先生、潘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公司于 2019年 3�月22�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换届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上

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选举。

（二）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已于 2019�年 3�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彭文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彭文红女士将与公司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非职工董事（含独立董事）候选人及职工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监事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其他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2�日

附件一：非职工董事候选人简历

罗韶颖：女，45岁，本科学历。 曾担任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财务分管领导；现任东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

席及执行董事，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力进：男，47岁，硕士。 曾担任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现任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张忠继：男，67岁，硕士，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杭州特派办主任；浙

江保监局局长；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就职于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吴世农：男，62岁，博士。 曾担任厦门法学计划统计系讲师、厦门大学MBA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富

布莱特访问教授；现任厦门大学MBA中心副教授/教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琳：女，38岁，博士，国际特许管理会计师（CIMA）。 曾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讲师；现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浙江动

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苏州众捷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二：职工董事简历

杨永席：男，44岁，本科学历。 曾担任重庆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区域PMO项目总监、副总经理、营运总经理、龙湖云南分公司总

经理；现任本公司总裁、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易 琳：女，46岁，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房地产估价师、资产评估师。曾就职于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曾担任重

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附件三：监事候选人简历

易宗明：男，54岁，大学本科学历。 曾担任原重庆锅炉总厂厂办主任、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副总、西藏中凯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原重庆路上车联科技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现任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潘川：男，39岁，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曾任重庆海德大酒店大堂副总、市场部经理，公司行政部经理。 现任重庆东银实业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附件四：职工监事简历

彭文红，女，43岁，大学学历，自2006年起至今一直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财务部任职。 现任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同

时兼任重庆睃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证券代码：600565� � � � � � � � � � �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041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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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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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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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6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重庆江北区大石坝东原中心7号楼36层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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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6日

至201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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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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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

4 《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 √

5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 《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增加土地储备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

8 《关于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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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关于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12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向控股及参股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4.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14.01 选举罗韶颖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14.02 选举黄力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14.03 选举张忠继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4.04 选举吴世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4.05 选举李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5.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5.01 选举易宗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5.02 选举潘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决议公告刊登于2019年3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4、议案10、议案1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5、7、10、11、12、1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赵洁红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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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

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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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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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65 迪马股份 20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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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登记；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

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授权。 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外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

记，登记时间以公司董秘办收到传真为准。

(2)�登记时间：2019年5月14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6:00

(3)�登记地点：本公司董秘办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东原中心7号36楼 邮编：400021

联系电话：023-81155758� � 、81155759

传 真：023-81155761

联 系 人：张爱明、童永秀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请各位参会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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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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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4 《2018年利润分配预案》

5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增加土地储备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8 《关于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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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关于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2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向控股及参股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4.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不适用

14.01 选举罗韶颖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4.02 选举黄力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4.03 选举张忠继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4 选举吴世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5 选举李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00 《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不适用

15.01 选举易宗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5.02 选举潘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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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

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

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

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

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

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

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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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基本信息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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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司” ）网址将由www.chinadydc.com变更为www.dimaholdings.com。

公司英文名将由“CHONGQING� DIMA� INDUSTRY� CO.,LTD”变更为“DIMA� HOLDINGS� Co.,Ltd.” 。

公司原对外披露的办公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5日

(上接B2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