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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主持人：董事长张晖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118,254,

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220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6,138,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160％。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4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0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5月19日15:00至2019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7、出席会议对象：

（1）在2019年5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1号第三置业大厦A座30层大会议室。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认2019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事务所及确认2019年度内控审计费用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预估2019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关联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16,600,000股、关联股东公司

董事刘戈林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27,700股、 关联股东公司董事刘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26,

900股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13,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48％； 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6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9％；反对

1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0％；

反对1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选举张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1％。

12.02选举苏建青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12.03选举章寒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12.04选举刘戈林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12.05选举刘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12.06选举郭子斌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选举肖兴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13.02选举张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03选举宋维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4.01选举张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14.02选举倪娜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4.03选举魏春景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5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254,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丰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一辉、问元

3、律师见证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丰友律师事务所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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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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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5月10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下午15:30在北京市朝阳区曙光

西里甲一号第三置业大厦A座30层大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

名，实到9名，会议由董事长张晖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

审议了9项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张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2019年5月21日至2022

年5月20日）。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刘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 （自2019年5月21日至

2022年5月20日）。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张晖先生

委员：宋维强先生（独立董事）、章寒晖先生、刘玉女士、郭子斌女士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肖兴刚先生

委员：肖兴刚先生（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张超先生（法律专业独立董事）、刘玉女士。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张超先生

委员：张超先生（独立董事）、肖兴刚先生（独立董事）、章寒晖先生。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章寒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三年 （自2019年5月21日至

2022年5月20日）。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郭子斌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2019年5月21日

至2022年5月20日）。 郭子斌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章寒晖先生提名，公司聘任李晓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2019年

5月21日至2022年5月20日）。

独立董事对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仔细阅读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就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议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郭子斌女士为董事会秘书、李晓清先生为财务总监，经过审

阅董事会提供的上述人员的个人简历、工作经历等有关资料，未发现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

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

格合法。

2、上述人员的提名以及聘任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3、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我们认为上述任职人员具备了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

职条件和职业素质，同意董事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

九、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根据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提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是董事会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结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有利于强化公司高管勤勉尽责，促进公司提升工作效率及经

营效益，薪酬方案的制定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提出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人员简历

1、张晖，男，1974年3月出生，大学学历。 1995年至1998年任北京市电话局左家庄分局

工程部经理；1998年至2000年任北京迅通畅达通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至

2001年任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1年至今任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2008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张晖先生是本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9.89%

的权益，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张晖先生未直接持有万方发展股

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核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2、苏建青，男，1958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 1983年3月至1984年5月，北京市第六建筑工

程公司三工区四队，任工长职务；1984年6月至1990年4月，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三工区

四队，任队长职务；1990年5月至1993年3月，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分公司，任副经

理职务；1993年4月至1996年2月，北京贝盟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职务；

2001年1月至2007年7月，北京贝盟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职务；2007年8月

至2017年5月，北京贝盟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6月至今，万方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任执行总裁。

苏建青先生是公司大股东母公司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与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苏建青先

生未持有万方发展股票；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3、章寒晖，男，1974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 2006年至2007年任米兰天空餐饮管理公司

开发部经理，2007年至2009年任重庆百年同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

2009年至2016年任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事行政总监，2016年至今任万方普惠医

疗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章寒晖先生为任万方普惠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万方发展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4、刘戈林，女，1974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 1996年至2000年任北京普生科贸公司销售

经理;2002年至2009年任北京世纪金源香山商业中心酒店销售总监；2009年至2010年任北

京世纪金源酒店集团营销总监；2010年至2015年任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副总经理，2015年

4月至今，任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会秘书。

刘戈林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戈林女士持有万方发展股票

827,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5、刘玉，女，1973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1996年2月至1997年10月任国务院第二招

待所任综合部部门主管；1997年10月至2000年12月任职于中国进出口银行行政部服务中

心；2001年1月至2001年9月任职于北京国际航空俱乐部采购部；2001年10月至2008年10

月任万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 行政人力资源总监；2007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2008年11月至2014年4月万方发展董事会秘书；2014年5月至今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玉女士是公司大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及董事，与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玉女士

持有万方发展股票826,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

6、郭子斌，女，1988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10年8月至2014年4月任万方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2014年5月至2015年7月任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助理。 2015年7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5年7月23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郭子斌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万方发展股票；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独立董事人员简历

1、肖兴刚，男，1974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1998年7月至2004年5月任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2004年6月至2007年11月任西藏天路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7年12月至2011年2月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经理；2011年3

月至2011年12月任四川立华税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2012年1月至2015年2月任成都焊研

威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15年3月至今任成都博昱新能源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2016年1月至今任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肖兴刚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万方发展股票；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2、张超，男，1978年10月出生，大学研究生学历。 2009年7月至2011年2月北京市金励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2011年2月至2013年6月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3年6月至今

北京市高界（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15年7月至今任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张超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万方发展股票；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3、宋维强，男，197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2年至2009年任光明机器公司、力诺集

团、德丰投资公司法务专员、经理，2010年至2012年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项目主

管，2011年至2014年任山东嘉孚律师事务所律师，2014年至2015年任北京市隆安 （济南）

律师事务所律师，2015年至今任北京市高界（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先后为中国长城资产

公司、济南润丰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提供法律服务。 担任中国联通济南市分公司、中国长城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宋维强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万方发展股票；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李晓清，男，1970年10月出生。1991年至2002年任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会计。2002

年至2009年任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会计。 2009年至2014年4月任万方城镇投资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任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2014年4月至今任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李晓清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万方发展股票；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2、章寒晖先生、郭子斌女士简历详见其非独立董事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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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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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5月10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下午15:30在北京市朝阳区曙光

西里甲一号第三置业大厦A座30层小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

名，实到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钧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一项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公司选举张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2019年5月21日至2022年5

月20日）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张钧，男，1970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 1996年9月至2002年4月任北京市朝

阳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会计；2002年4月至今任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财务结算中心融资部经理、融资总监。

张钧先生现任职于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钧先生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为本

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张钧先生未持有万方发展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核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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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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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9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职工代表共8人，会议由李

常红女士主持。

鉴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提前换届，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由5名成员组成，其中职工监事2名，职工监事应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

生。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的职工代表审议，选举杜芳蝶女士、刘艳女士担任第九届监

事会职工监事（个人简历见附件），杜芳蝶女士、刘艳女士的任职资格经公司审核，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任职期限自2019年5月21日起至2022年5月20日止。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职工监事简历

1、杜芳蝶，女，1991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13年7月至2015年12月任正大

置地有限公司副总裁助理；2015年12月至2017年8月任北京壹壹天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

级投资经理；2017年8月至今在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经核实，杜芳蝶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万方发展股；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2、刘艳，女，1976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 1996年7月至2009年10月任北京中美金车银港

汽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任北京康福特酒店会计主管；

2012年4月至2016年10月任北京紫琪尔健康管理机构销售；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任中

博龙辉（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8年5月至今在万方城镇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经核实，刘艳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万方发展股；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确定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作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在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后，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郭子斌先女士

为董事会秘书；李晓清先生为财务总监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董事会提供的上述人员的个人简历、工作经历等有关资料，未发现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上述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合法。

2、上述人员的提名以及聘任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3、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我们认为上述任职人员具备了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

职条件和职业素质，同意董事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

二、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审议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是董事会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结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有利于强化公司高管勤勉尽责，促进公司提升工作效率及经

营效益，薪酬方案的制定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提出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超、肖兴刚、宋维强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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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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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2,067,5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26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霞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楼婷、祝继东、叶曼桦、陈磊、李勤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胡卫庆、许国君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632,509 97.4676 8,868,492 2.1521 1,566,500 0.3803

2、议案名称：2《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60,009 97.4257 8,856,292 2.1492 1,751,200 0.4251

3、议案名称：3《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426,710 97.9030 6,931,991 1.6822 1,708,800 0.4148

4、议案名称：4《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695,743 98.2110 4,532,458 1.0999 2,839,300 0.6891

5、议案名称：5《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949,343 98.2725 4,278,858 1.0383 2,839,300 0.6892

6、议案名称：6《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858,443 98.2505 4,369,758 1.0604 2,839,300 0.6891

7、议案名称：7《关于确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56,810 72.2849 8,971,891 23.2809 1,708,800 4.4342

8、议案名称：8《关于预计2019-2020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541,310 97.6881 7,937,491 1.9262 1,588,700 0.3857

9、议案名称：9.01《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64,409 75.1590 9,435,992 24.4852 137,100 0.3558

10、议案名称：9.02《关于公司与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互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73,409 68.9546 11,964,092 31.0454 0 0.0000

11、议案名称：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审批对外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472,809 97.4288 8,726,592 2.1177 1,868,100 0.4535

12、议案名称：11《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2020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294,409 97.6282 8,042,092 1.9516 1,731,000 0.4202

13、议案名称：12《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1,949,709 97.5446 8,366,592 2.0303 1,751,200 0.4251

14、议案名称：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088,543 98.3063 4,276,758 1.0378 2,702,200 0.65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8,102,

509

72.922

4

8,868,

492

23.012

6

1,566,

500

4.0650

3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9,896,

710

77.578

2

6,931,

991

17.987

6

1,708,

800

4.4342

7

关于确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7,856,

810

72.284

9

8,971,

891

23.280

9

1,708,

800

4.4342

8

关于预计2019-2020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

的议案

29,011,

310

75.280

7

7,937,

491

20.596

7

1,588,

700

4.1226

9.01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

公司之间的担保

28,964,

409

75.159

0

9,435,

992

24.485

2

137,100 0.3558

9.02 关于公司与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互保

26,573,

409

68.954

6

11,964,

092

31.045

4

0 0.0000

11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2020年度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

28,764,

409

74.640

0

8,042,

092

20.868

2

1,731,

000

4.4918

12

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28,419,

709

73.745

5

8,366,

592

21.710

2

1,751,

200

4.54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并涉及逐项表决，其中子议案 9.01、 9.02�

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 除第9项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第3项、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第7、8、9.01、9.02�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及为关联方担保等事项，参会

关联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326,300,000�股）和广厦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47,230,000�股）均对需回避表决的议案进行了回

避。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春辉、任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9-037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接待日

活动暨

2018

年度现场业绩说明会召开

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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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接待日活动暨2018年度业绩说明会于2019年5月20日

下午15:30-17: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张霞女士、财务负责人吴伟

斌先生、董事会秘书包宇芬女士等公司董监高及部分投资者出席了会议。 出席的投资者就

其关注的公司经营现状、战略发展等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具体内容详见

附后的《浙江广厦投资者接待日活动暨2018年度现场业绩说明会互动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

浙江广厦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暨2018年度现场业绩说明会互动情况

1、 请问公司下一步的转型方向是什么？。

答：公司未来转型方向为大文化领域。 一方面积极寻求市场机会，推进影视传媒等领域

投资和资产优化整合工作，另一方面，在对细分行业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文教、文旅、

文体等其他大文化细分领域寻找优质标的进行产业整合。

通过前期的调研、梳理和论证，公司目前已进一步聚焦细分行业，下一步将重点对相关

行业的潜在标的进行有针对性的筛选和整合，具体请关注我们的信息披露。

2、请问在转型过程中公司是以原有团队为主还是有引进新的管理团队？

答：公司将根据未来所转型的细分产业情况，在现有团队为基础上，适时引入新的团队。

3、公司转型也有三年了，在影视方面的具体计划是怎么样的？

答：影视行业近两年受政策指导、行业乱象整顿等因素影响，行业不可控风险加大，企

业回款压力增大。 公司判断未来行业头部效应将更加明显，优胜劣汰将进一步加大，行业整

体从规模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因此对于影视制作业务，公司采取谨慎策略，在剧本选择和评

估方面均较为谨慎，重点工作放在推动存量项目和资源的筛选、整合工作，争取实现利润最

大化；同时对于制作业务以外的影视类业务，公司将积极发掘，对符合公司发展方向的项

目，公司将加强对外合作的力度，积极拓展影视业务上下游产业链。

4、公司2015年转型影视是怎么考虑的？

答：公司2014年置入影视资产，开始涉足影视行业，应该说从当时的背景环境来看，在

房地产调控政策渐趋严厉和房企分化的大背景下，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受限较多，中小房企

的生存压力较大，公司逐步退出持续经营能力不强的房地产行业，进入发展潜力较好的影

视文化行业，符合当时国家政策和行业趋势的发展。 除了政策因素，在影视行业有一定的从

业基础和经验积累，也是公司当时选择以影视行业为突破口的原因之一。

5、公司如何看待影视剧不过审的风险？

答：在影视剧项目开发过程中，任何公司都会面临这个风险，因此在具体项目中，需要

主创及管理团队加深对现有监管政策及趋势的理解，把握好项目内容及其市场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