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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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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25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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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

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0年度经营计划，2020年度公司、各级子公司计划融资不超过人民币1,200亿元（不含向珠海华

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及授信额度）。 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在上述1,200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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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融资事项的授权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并同意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并同意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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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凌勇、谢伟、俞卫国、许继莉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内容详见本公司

公告（编号：2020-016）。

并同意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开展对外投资

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2020年度经营计划，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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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亿

元的额度内，决定并具体开展房地产直接投资（包括股权及债权方式，用于直接或间接获取土地资源及开展后续

项目开发经营等相关用途）及其他相关产业直接投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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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并同意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7）。

并同意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股东

大会通知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20-018）。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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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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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

●为满足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2020年度公司计划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联营公司、合

营公司的融资提供合计为人民币1,667.30亿元的担保额度。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次担保计划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顺利推动2020年度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计划，结合2019年度担保情况，2020年度公司拟对公司及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融资提供合计为人民币1,667.30亿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对象的范围

包括：公司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按股权比例相互提供担保，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按股权比例

相互提供担保，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按股权比例为联营、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不含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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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调整全资子公司之间、非

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附表未列举但新取得项目的子公司，

下同）；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其他联营合营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参股的联营合营公司及附

表未列举但新取得项目的联营合营公司）的具体担保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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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根据自身融资需求，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金融机构协商融资事宜，具体担保种类、方式、金额、期

限等以最终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上述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全资子公司、非全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具体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担保金额 子公司类别

1 华发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145,000.00 全资子公司

2 光涛投资有限公司 145,000.00 全资子公司

3 华发实业(美国)有限公司 22,500.00 全资子公司

4 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0,000.00 全资子公司

5 沈阳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60,000.00 全资子公司

6 沈阳华耀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7 沈阳华荣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8 沈阳华壤置业有限公司 150,000.00 全资子公司

9 沈阳华纳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10 沈阳华灏置业有限公司 150,000.00 全资子公司

11 沈阳华地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12 沈阳华畅置业有限公司 140,000.00 全资子公司

13 沈阳华博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全资子公司

14 大连华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15 大连华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全资子公司

16 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0 全资子公司

17 天津华创置业有限公司 60,000.00 全资子公司

18 烟台华发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全资子公司

19 武汉华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00.00 全资子公司

20 武汉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00 全资子公司

21 武汉华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500.00 全资子公司

22 武汉华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23 武汉华禾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24 武汉华发中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000.00 全资子公司

25 武汉华发置业有限公司 43,000.00 全资子公司

26 武汉华发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43,000.00 全资子公司

27 武汉华发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0,000.00 全资子公司

28 武汉华发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5,000.00 全资子公司

29 武汉华发长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5,000.00 全资子公司

30 郑州铧茂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全资子公司

31 无锡华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5,600.00 全资子公司

32 苏州铧顺置业有限公司 168,000.00 全资子公司

33 苏州铧利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34 苏州铧福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35 上海铧昭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36 上海铧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37 上海铧璟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38 上海铧福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175,000.00 全资子公司

39 上海铧发创盛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全资子公司

40 南京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41 杭州华枫锦轩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42 杭州华枫锦岚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43 杭州铧泓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44 上海华憬丹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45 绍兴铧越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全资子公司

46 广州华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 全资子公司

47 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48 中山市华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500.00 全资子公司

49 中山市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0,000.00 全资子公司

50 中山市华发生态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0,000.00 全资子公司

51 广州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全资子公司

52 广州华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53 广州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54 广州华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55 广州华枫投资有限公司 68,500.00 全资子公司

56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57 广西华诚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58,600.00 全资子公司

58 佛山华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000.00 全资子公司

59 中山市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60 江门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0,000.00 全资子公司

61 重庆华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0,000.00 全资子公司

62 中山市华庚置业有限公司 150,000.00 全资子公司

63 珠海市永宏基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64 珠海市浩丰贸易有限公司 81,000.00 全资子公司

65 珠海铧国商贸有限公司 850,000.00 全资子公司

66 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250,000.00 全资子公司

67 珠海华智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55,000.00 全资子公司

68 珠海华迎投资有限公司 112,000.00 全资子公司

69 珠海华熠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52,000.00 全资子公司

70 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71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0 全资子公司

72 珠海华商百货有限公司 50,000.00 全资子公司

73 珠海华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74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230,000.00 全资子公司

75 珠海华菁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76,100.00 全资子公司

76 珠海华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77 珠海华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78 珠海华翰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全资子公司

79 珠海华福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330,000.00 全资子公司

80 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00,000.00 全资子公司

81 珠海华发阅潮文化有限公司 3,000.00 全资子公司

82 珠海华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0 全资子公司

83 珠海华发优生活物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33,000.00 全资子公司

84 珠海华发西区商业有限公司 75,000.00 全资子公司

85 珠海华发西部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86 珠海华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87 珠海华发商都商业经营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88 珠海华发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89 珠海华发华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90 珠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全资子公司

91 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64,500.00 全资子公司

92 珠海华海置业有限公司 147,900.00 全资子公司

93 珠海华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94 珠海奥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 全资子公司

95 珠海容闳国际幼稚园 2,000.00 全资子公司

96 珠海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0,000.00 全资子公司

97 珠海华曜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350,000.00 全资子公司

98 珠海华深投资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全资子公司

99 珠海华蓓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0 全资子公司

100 珠海华阔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0 全资子公司

101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0.00 全资子公司

102 珠海华发城市更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0 全资子公司

103 其他全资子公司 450,000.00 -

104 青岛华昂置业有限公司 65,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05 大连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06 大连华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7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07 北京华发永盛置业有限公司 35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08 天津瑞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09 武汉华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0 武汉华发铂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1 武汉华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2 湖北联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3 武汉华中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6,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4 武汉华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5 武汉华怡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6 武汉华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7 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8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8 武汉临江兴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19 武汉华茂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0 武汉华发鸿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1 湖北迎宾地产有限公司 2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2 湖北广家洲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3 武汉地华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4 武汉华晟乾茂置业有限公司 65,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5 中信正业（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6 温州京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7 上海铧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8 龙景房地产（杭州）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29 太仓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0 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1 上海铧宝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2 南京华幜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3 南京华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4 嘉兴新锦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5 杭州锦瑜置业有限公司 9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6 常熟铧顺科技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7 江门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8 广州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39 广州华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0 清远市鹏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8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1 江门市合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8,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2 广东湛蓝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3 成都华锦联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4 汕尾华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5 珠海市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6 珠海市海川地产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7 珠海十字门城建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8 珠海华以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49 珠海华和建设有限公司 4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50 珠海市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55,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51 珠海华发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52 珠海华发景龙建设有限公司 25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53 珠海华茂天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50,000.00 非全资子公司

154 其他非全资子公司 150,000.00 -

155 广州南沙区美多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000.00 联营企业

156 武汉崇鸿裕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00.00 联营企业

157 天津瑞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7,000.00 联营企业

158 广州市润晔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0 联营企业

159 交投嘉华（宜昌）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25,000.00 联营企业

160 广州市增城区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500.00 联营企业

161 珠海琴发实业有限公司 250,000.00 合营企业

162 沈阳中东港商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0,000.00 合营企业

163 上海信浦东岸置业有限公司 180,000.00 合营企业

164 惠州融拓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合营企业

165 深圳融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0 合营企业

166 珠海市金岛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0 合营企业

167 珠海市碧海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0 合营企业

168 珠海正汉置业有限公司 170,000.00 合营企业

169 珠海市香洲区碧珠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合营企业

170 珠海市碧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合营企业

171 其他合营、联营企业 150,000.00 -

合计 16,673,000.00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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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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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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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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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月3月29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29.3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0.40%，

其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96.97亿元。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华发股份2020年度担保计划

序号 名称 法人 经营范围

2018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华发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 地产贸易 311,336.83 8,985.72 6,203.07 943.34

2 光涛投资有限公司 - 投资管理 - - - -

3 华发实业(美国)有限公司 - 地产贸易 23,059.77 -11,406.92 10.29 -4,485.35

4

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克 房地产开发 639,886.92 212,190.54

80,

236.49

6,267.30

5 青岛华昂置业有限公司 刘克 房地产开发 66,843.92 -424.60 - -424.60

6 沈阳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175,216.59 28,023.91 26.56 -1,818.43

7 沈阳华耀置业有限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18,378.85 15,085.98 45.20 19.38

8 沈阳华荣置业有限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57,371.42 48,272.05 1,020.72 155.21

9 沈阳华壤置业有限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102,985.12 102,031.51 - 130.30

10 沈阳华纳置业有限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224,847.88 195,862.82 6,555.14 1,578.10

11 沈阳华灏置业有限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81,801.17 80,848.59 - 145.57

12

沈阳华地商业投资有限公

司

张驰

产业投资、商业管理、

商业服务

1,244.31 758.53 39.05 -203.32

13 沈阳华畅置业有限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103,206.40 102,028.48 - 111.86

14 沈阳华博置业有限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345,758.94 97,824.60 44.30 -4,077.85

15

大连华藤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231,111.26 -362.66

10,

317.84

-1,526.67

16

大连华枫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39,186.38 687.15 - -81.65

17

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122,269.26 61,576.60 9,492.09 218.91

18

大连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驰 房地产开发 85,577.88 741.67 - -0.62

19

大连华禄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刘武

军

房地产开发 - - - -

20

北京华发永盛置业有限公

司

俞卫

国

房地产开发 5.78 - - -

21 天津华创置业有限公司

殷传

生

房地产开发 - - - -

22

天津瑞辉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殷传

生

房地产开发 - - - -

23 烟台华发置业有限公司 刘克 房地产开发 - - - -

24

武汉华颖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0.85 -0.15 - -0.15

25

武汉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281,341.79 39,529.35 - -1,087.82

26

武汉华铄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10,279.84 44,225.75 - -772.09

27

武汉华嵘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66.00 - - -

28

武汉华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3,091.50 991.50 - 74.76

29 武汉华禾置业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64,347.59 747.59 - -54.32

30

武汉华发中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26,701.74 34,882.84

162,

378.65

18,287.77

31 武汉华发置业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474,376.39 -58.71 - -562.31

32

武汉华发商业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李向

东

商业项目咨询、运营

管理

422.42 296.75 470.89 -149.46

33

武汉华发鸿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56,504.53 766.14 - -233.86

34

武汉华发铂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284,680.78 -0.22 - -0.22

35

武汉华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4.84 -0.16 - -0.16

36

湖北联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孟小

周

房地产开发 16,586.10 1,999.24 - -

37

武汉华中投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14,600.69 914.55 35.47 -85.45

38

武汉华璋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34,216.61 89,106.73 - -893.27

39

武汉华怡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30,093.98 939.50 - -60.50

40

武汉华启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59,378.12 866.21 - -133.79

41

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003,

776.05

56,327.43

42,

854.75

-3,646.04

42

武汉临江兴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34,641.60 34,614.30 - -1.79

43

武汉华茂长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2,908.12 995.09 - -1.10

44

武汉华发长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369,390.46 303,830.84 7.12 -431.96

45

武汉华发长茂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400,

499.15

291,356.59 236.77 -5,993.40

46

武汉华发鸿瑞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9,899.04 994.77 - -1.61

47 湖北迎宾地产有限公司 苗欣 房地产开发 28,516.89 931.46 - -

48 湖北广家洲投资有限公司 苗欣 房地产开发 64,793.58 820.47 - -

49

武汉地华志合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 - - -

50

武汉华晟乾茂置业有限公

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 - - -

51

郑州铧茂创盛置业有限公

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 - - -

52

无锡华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高志

建

房地产开发 822,458.15 185,756.33 - -1,243.67

53 苏州铧顺置业有限公司

章建

波

房地产开发 248,660.47 81,492.02 1,087.08 -915.63

54 苏州铧利置业有限公司

章建

波

房地产开发 244,405.31 6.96 - 3.14

55

苏州铧福创盛置业有限公

司

章建

波

房地产开发 2,844.59 4.59 - -0.24

56 上海铧昭置业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76,635.15 -102.15 - -102.52

57

上海铧鹏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张正

林

房地产开发 120,743.64 26,826.35 806.53 -2,405.09

58 上海铧璟置业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75,399.73 -0.37 - -0.29

59

上海铧福创盛置业有限公

司

俞卫

国

房地产开发 388,356.42 727.19 22.86 -18.90

60

上海铧发创盛置业有限公

司

张正

林

房地产开发 381,384.29 181,676.30

433,

856.22

41,308.83

61

南京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04,111.50 -1,645.70 - -1,630.35

62

杭州华枫锦轩置业有限公

司

章建

波

房地产开发 51,450.15 0.11 - -0.09

63

杭州华枫锦岚置业有限公

司

章建

波

房地产开发 1,000.14 999.94 - -0.06

64 杭州铧泓置业有限公司

章建

波

房地产开发 826.45 786.82 23.58 -205.73

65

中信正业（上海）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章建

波

投资管理 13,222.52 7,835.53 - -

66

温州京都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陈刚 房地产开发 237,741.50 73,704.35 - -295.65

67

上海铧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向宇 房地产开发 260,723.54 119,653.47 - -291.17

68

龙景房地产（杭州）有限

公司

陈国

邦

房地产开发 176,803.59 176,652.73 - 222.75

69

太仓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李兆

荣

房地产开发 299,087.39 104,539.72 - -460.28

70

苏州禾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李兆

荣

房地产开发 522,632.14 144,592.09 6.20 -1,889.71

71 上海铧宝置业有限公司 向宇 房地产开发 120,032.22 119,927.22 - -2.73

72

南京华幜钜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198,027.30 99,186.93 31.03 -591.62

73

南京华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801,233.82 357,784.90 54.84 -2,212.82

74 嘉兴新锦置业有限公司

张正

林

房地产开发 194,233.71 45,824.18 48.75 -1,944.82

75

上海华憬丹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杨峻

伟

房地产开发 - - - -

76 杭州锦瑜置业有限公司

宋延

安

房地产开发 - - - -

77 绍兴铧越置业有限公司

刘颖

喆

房地产开发 - - - -

78

常熟铧顺科技产业园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李兆

荣

科技产业园项目投

资、房地产开发

- - - -

79

广州华发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陈茵 房地产开发 883.69 -906.86 - -906.86

80

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刘克 房地产开发 29,623.48 19,176.78 789.33 27.04

81

中山市华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刘克 房地产开发 187,166.65 55,181.24 80.92 -98.95

82

中山市华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刘克 房地产开发 377,324.89 2,356.30

15,

012.54

-707.81

83

中山市华发生态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刘克 房地产开发 402,056.11 111,430.68

113,

928.85

27,483.55

84

江门华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黄飞 房地产开发 35,691.88 -0.12 - -0.12

85

广州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鹏 房地产开发 93,122.59 -22.25 - -22.25

86

广州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鹏 房地产开发 53,959.66 864.50 - -83.92

87

广州华荣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鹏 房地产开发 3,554.51 889.51 - -4.37

88

广州华宁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鹏 房地产开发 752,784.49 94,815.41 22.13 -4,571.67

89

广州华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鹏 房地产开发 352,731.23 107,926.10

104,

120.83

9,357.14

90 广州华枫投资有限公司 张鹏 房地产开发 437,663.89 174,269.07

75,

386.57

4,746.30

91

广州华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鹏 房地产开发 129,053.13 978.84 - -21.04

92 广西华明投资有限公司 冯威 房地产开发 113,148.79 73,560.11

70,

161.54

874.31

93

广西华诚房地产投资有限

公司

冯威 房地产开发 298,992.34 113,377.11

159,

856.91

13,411.49

94

佛山华枫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张鹏 房地产开发 170,432.37 703.21 3.54 -269.31

95

清远市鹏翔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张鹏 房地产开发 58,005.47 54,987.35 - -12.50

96

中山市华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刘克 房地产开发 118,589.22 117,497.95 - 24,092.57

97

江门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黄飞 房地产开发 - - - -

98

江门市合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杨惠

藩

房地产开发 - - - -

99

广东湛蓝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冯威 房地产开发 - - - -

100

成都华锦联弘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代军 房地产开发 - - - -

101

重庆华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代军 房地产开发 - - - -

102 中山市华庚置业有限公司 晏军 房地产开发 - - - -

103

汕尾华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伍德

业

房地产开发 - - - -

104

珠海市永宏基商贸有限公

司

刘鹏 房地产开发 70,573.52 15,958.86 84.49 -64.01

105 珠海市浩丰贸易有限公司 王辉 房地产开发 476,349.33 154,887.54

81,

408.78

17,379.15

106 珠海铧国商贸有限公司 张巍 批发、零售 772,728.07 256,447.83

48,

658.08

1,002.57

107

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

司

雷霆 房地产开发 714,666.44 278,088.71 340.19 43,901.96

108

珠海华智教育服务有限公

司

雷霆

教育开发，提供教育

服务

4,125.26 -0.16 - -0.16

109 珠海华迎投资有限公司 刘鹏 房地产开发 266,796.28 689.12 61.31 -312.43

110

珠海华熠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

王辉 房地产开发 79,334.70 953.50 103.12 -47.12

111 珠海华亿投资有限公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433,300.87 178,841.08 2,272.76 -307.77

112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刘鹏 房地产开发 438,117.14 185,878.81

15,

442.59

388.18

113 珠海华商百货有限公司

欧阳

荣

物业管理 4,281.32 -243.89 9,458.94 521.19

114

珠海华纳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89,964.13 87,684.20 27.41 -45.42

115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

王辉 房地产开发

1,183,

934.32

309,505.67

198,

832.17

44,618.79

116

珠海华菁教育服务有限公

司

雷霆 房地产开发 5,927.48 -0.15 - -0.15

117

珠海华嘉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

刘鹏 房地产开发 74,368.14 -120.86 - -123.25

118

珠海华浩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123,182.62 1,002.49 - 0.37

119 珠海华翰投资有限公司 雷霆 房地产开发 13,535.47 5,912.83 - -0.91

120

珠海华福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415,427.45 69,934.54

17,

231.64

-7,681.66

121

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张延 建筑装饰 760,693.03 205,449.46 4,523.55 1,405.97

122

珠海华发阅潮文化有限公

司

李向

东

文化 5,307.48 804.02 2,583.37 -72.81

123

珠海华发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俞卫

国

园林工程 390,759.25 223,413.34 1,510.15 53.16

124

珠海华发优生活物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梁晓

东

物业租赁经营管理；

广告业

12.01 -8.03 - -8.03

125

珠海华发西区商业有限公

司

王辉

商业地产咨询、策划、

经营与管理

195,300.84 49,940.02 151.90 -60.55

126

珠海华发西部置业有限公

司

王辉 房地产开发 78,923.09 -547.15 - -548.94

127

珠海华发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359,839.65 62,247.02 460.26 80,339.61

128

珠海华发商都商业经营有

限公司

李向

东

物业管理 108,758.61 1,006.60 9,353.66 388.69

129

珠海华发建筑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王瑜 建筑设计 131,369.82 3,239.08 9,609.70 2,679.67

130

珠海华发华宜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王喆 股权投资 119,101.15 16,165.29 - -1,474.38

131

珠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834,420.24 -10,682.41 2,168.07 -3,812.03

132

珠海横琴华发房地产投资

有限公司

雷霆 房地产开发 706,664.37 307,394.30

221,

066.45

6,003.91

133

珠海市海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周吉

林

房地产开发 322,199.31 227,840.67 225.51 -1,269.78

134 珠海市海川地产有限公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266,536.12 53,945.52 4,301.60 2,257.37

135 珠海十字门城建有限公司 雷霆 房地产开发 492,944.16 492,900.16 - -369.96

136 珠海华以建设有限公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21,509.22 14,194.56 24.42 -1.63

137 珠海华和建设有限公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8,446.99 5,322.31 17.86 3.89

138 珠海华海置业有限公司 王辉 房地产开发 378,791.41 96,137.82 198.16 -1,210.93

139 珠海市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288,346.61 168,409.76

78,

582.63

16,978.49

140

珠海华融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268,119.55 123,215.27 24.70 6,568.76

141

珠海华发运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荣刚 房地产开发 999.76 999.64 - 187.27

142

珠海华发景龙建设有限公

司

王瑜 装修设计 183,264.57 16,039.31

117,

388.16

4,046.00

143

珠海奥华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雷霆 房地产开发 817,708.17 217,779.93

199,

434.66

31,074.84

144 珠海容闳国际幼稚园 李毅 学前教育 6,340.80 2,508.46 5,628.11 31.52

145

珠海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刘鹏 房地产开发 0.85 0.49 - 0.49

146

珠海华曜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

王辉 房地产开发 - - - -

147

珠海华茂天城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

杨小

雪

房地产开发 - - - -

148

珠海华深投资管理发展有

限公司

梁晓

东

投资管理 - - - -

149

珠海华蓓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

王喆

现代农业生态技术研

发

- - - -

150

珠海华阔综合服务有限公

司

陈茵 人力资源服务 - - - -

151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郭云

飞

广告咨询、演出经纪、

影视制作

99,846.24 1,811.15 9,181.24 445.59

152

珠海华发城市更新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荣刚 城市更新管理咨询 5,353.27 3,192.98 6,104.89 2,045.56

153

广州南沙区美多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麦泽

年

房地产开发 - - - -

154 珠海琴发实业有限公司

赖小

航

房地产开发

1,047,

646.77

468,378.72 425.86 -2,044.80

155

沈阳中东港商业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孙煜 房地产开发 - - - -

156

上海信浦东岸置业有限公

司

章建

波

房地产开发 38,921.76 28,737.67 - -

157 惠州融拓置业有限公司 汪宏 房地产开发

1,780,615,

267.87

-1,871,

069.61

-

-1,872,

069.61

158

深圳融祺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汪宏 房地产开发 - - - -

159

珠海市金岛碧桂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张政 房地产开发 67,789.89 14,951.61 - -48.39

160

珠海市碧海碧桂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张政 房地产开发 107,920.27 19,937.41 1.83 -62.59

161 珠海正汉置业有限公司 刘鹏 房地产开发 32,512.20 5,054.71 - 138.61

162

珠海市香洲区碧珠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政 房地产开发 425,722.01 99,756.82 39.01 -243.18

163

珠海市碧湖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张政 房地产开发 451,584.25 98,912.95 - -1,087.05

164

武汉崇鸿裕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王厚

松

房地产开发 75,403.39 9,962.79 - -37.21

165

天津瑞骏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刘涵 房地产开发 - - - -

166 广州市润晔置业有限公司

刘经

鸿

房地产开发 - - - -

167

交投嘉华（宜昌）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

张骏 房地产开发 - - - -

168

广州市增城区越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高华 房地产开发 - - - -

注：本次担保计划中部分公司为2019年度新设立公司，相关财务数据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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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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经营计划，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2020年度公司、各级子公司拟向珠海华

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申请贷款及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260亿元，上述授信额度可以循

环使用。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光宁、郭凌勇、谢伟、俞卫国、许

继莉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2020年度经营计划，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2020年度公司、各级子公司拟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

及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260亿元，上述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前述贷款及授信事项，

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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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贷款及授信事项以及相关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

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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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

本公司董事谢伟先生、俞卫国先生兼任财务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许继莉女士兼任财务公司董事长。 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光宁、郭凌勇、谢伟、俞卫国、许继

莉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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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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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金 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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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142,901.56万元，净资产为384,952.56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84,687.74万元，净利润为38,671.93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中的相关约定，集团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

由双方协商确定，但应不高于商业银行同期同档次执行的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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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融

资对增信措施要求较低，额度更有保障，资金审批及发放效率较快，使用灵活，更能有效支持公司资金需求，对公司

现金流有着积极正面的稳定作用，亦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开、公平、公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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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独立董事陈世敏、江华、谭劲松、张利国、张学兵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

下：

1、本次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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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定价公开、公平、公正，价格公允；此次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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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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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7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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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茂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金茂”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为上海金茂反担保的范围分别为：上海金茂为武汉华璋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发置业有限公司间接持股50%，上海金茂间接持股50%，以下简称“武汉

华璋” ）保证责任对应金额的50%且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上海金茂为武汉华晟乾茂置业有限公司（公司通

过全资子公司武汉华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股50%，上海金茂间接持股50%，以下简称“武汉华晟” ）保

证责任对应金额的50%且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为上海金茂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

亿元。

●本次担保系为上海金茂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止2020年3月29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29.37亿元。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次担保已经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华璋、武汉华晟拟分别以供应商对其应收账款债权为基础资产，发起设立供应链资产专

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上述两个专项计划的规模均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本数，下同），并拟提供如下

增信措施：1、武汉华璋、武汉华晟分别出具《付款确认书》以确认供应商对武汉华璋及武汉华晟的应收账款债权

（下称“目标应收账款债权” ）；2、上海金茂（间接持有武汉华璋、武汉华晟的股权比例均为50%）向供应商出具

《流动性支持承诺函》，对目标应收账款债权承担差额补足付款义务。

本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同股同权” 的合作原则，就上海金茂为武汉华璋、武汉华晟提供的

担保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发置业有限公司、武汉华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分别按其持有武汉华璋、武

汉华晟的股权比例（均为50%）向上海金茂提供反担保，反担保范围分别为上海金茂为武汉华璋保证责任对应金

额的50%且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上海金茂为武汉华晟保证责任对应金额的50%且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亿

元。 担保期限均为《流动性支持承诺函》项下各笔目标应收账款债权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以及依照约定或

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具体反担保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海金茂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11月成立，注册地点为上海市，注册资本为800万美元，法人代表李

从瑞，经营范围：受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及关联企业的委托，提供经营决策和管理咨询，财

务管理咨询，协助或代理采购及咨询，质量监控和管理咨询，市场营销服务，信息服务，管理服务，产品生产，销售和

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和企业内部人事管理服务，为实施管理人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转让或许可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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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上海金茂总资产为222,567,643,765.12元，负债总额为173,314,303,994.76元，其中，

长期借款为36,162,652,953.20元，流动负债为133,477,568,881.19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4,263,621,

022.23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2,396,669,732.01元，净利润6,100,593,640.99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上海金茂总资产为284,676,569,386.73元，负债总额230,209,002,518.00元，其中，长

期借款为53,482,692,292.44元， 流动负债为168,515,126,040.83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5,051,807,

121.22元。 2019年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137,001,571.48元,净利润为4,123,664,783.31元。

三、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向上海金茂为武汉华璋承担的保证责任提供反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上海金茂为武汉华璋保证责任对应金额的50%且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保证期间：《流动性支持承诺函》项下各笔目标应收账款债权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以及依照约定或法

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系为上海金茂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向上海金茂为武汉华晟承担的保证责任提供反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上海金茂为武汉华晟保证责任对应金额的50%且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保证期间：《流动性支持承诺函》项下各笔目标应收账款债权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以及依照约定或法

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系为上海金茂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2020年3月29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29.37亿元，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90.40%，其

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96.97亿元。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五、董事局意见

本次交易是为了推动专项计划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与稳定发展。 本次担保中被担保人具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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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陈世敏、江华、谭劲松、张利国、张学兵就本次担保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反担保有助于推动专项计划的顺利进行，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本次担保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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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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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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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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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5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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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5日

至2020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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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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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开展对外投资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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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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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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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325 华发股份 2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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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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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持代理人身份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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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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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华发股份董事局秘书处

（四）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华发股份董事局秘书处

2、联系电话：0756-8282111

3、传真：0756-8281000

4、邮编：51903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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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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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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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的议案 ? ? ?

2 关于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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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开展对外投资的议案 ? ? ?

5 关于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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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