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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界龙实业    编号：临 2014－009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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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23日（星期

三）上午10时在上海东锦江希尔顿逸林酒店（浦东新区杨高南路889号）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人共23人，代表公司股份82,594,42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3,563,375股的26.3406％。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长费屹

立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本次会议6人，董事陈亚民、独立董事石磊、刘涛因

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本次会议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楼福良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同意：82,538,548 股，占 99.9323%；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4,630 股，占 0.0662%。 

2、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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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82,538,548 股，占 99.9323%；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4,630 股，占 0.0662%。 

3、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同意：82,538,548 股，占 99.9323%；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4,630 股，占 0.0662%。 

4、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4年财务预算报告》；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详见《2013 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经测算：

2014 年公司预算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1.50 亿元，营业成本为人民币 17.50 亿元。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同意：82,538,548 股，占 99.9323%；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4,630 股，占 0.0662%。 

5、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3 年度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验证，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10,645,991.62 元，2013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4,485,847.05 元，按净

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448,584.71 元，当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是 22,037,262.34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13 年度分配预案为：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313,563,37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271,267.50 元，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

润留待以后年度使用。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同意：82,538,548 股，占 99.9323%；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4,630 股，占 0.0662%。 

6、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 2013 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83 万元；2014 年度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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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同意：82,538,548 股，占 99.9323%；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4,630 股，占 0.0662%。 

7、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聘任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

相关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同意：82,538,548 股，占 99.9323%；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4,630 股，占 0.0662%。 

8、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对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融资授权及提供担保

的议案》； 

1、同意 2014 年公司下属七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需向金融机构等单位融资人

民币 51,200 万元，其中：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17,000

万元，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上海界

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

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

民币 2,000 万元，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1,200 万元，北

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2、同意公司对上述七家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1,200

万元，对单家企业担保额度不超过其融资额度。 

因前述七家公司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故本次担保该七家

公司无需支付担保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措施。 

3、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在 2014 年度对下属全资和

控股子公司进行融资及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的审批权；授权时间为壹年（2014 年 4

月 27 日——2015 年 4 月 26 日）；授权单笔融资及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 4,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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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同意：82,538,548 股，占 99.9323%；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4,630 股，占 0.0662%。 

9、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建设工程及房屋租赁日常关联交易实施办法》； 

1、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时间

为 1 年）委托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界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包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的建设工程总业务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 

2、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时间

为 1 年）向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出租房屋租金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 

3、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时间为 1 年）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出租房屋租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 万

元。 

4、公司与关联方共同确认以上关联交易均以合同和市场定价原则进行实施。 

5、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签署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

协议文件。 

由于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821,184,98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13,563,375 股的 26.21％，上海界龙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本公司（及下属公司）进行该项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故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并不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409,438 股，意见如下： 

同意：353,561 股，占 86.3528%； 

反对：1,247 股，占 0.3046%；弃权：54,630 股，占 13.3426%。 

10、审议通过公司《2014 年度下属房产企业土地竞拍及抵押融资计划总金

额的议案》； 

1、为保证公司下属房产业务的稳定发展，2014 年公司下属房产企业计划从

土地市场通过竞拍招标等方式获取一定的土地储备。根据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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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结合公司下属房产企业的现金流现状，公司同意下属房产企业上海界龙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上海界龙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相关项目公司 2014 年度

土地竞拍计划总金额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2、为了及时顺利开发相关房产项目，公司同意 2014 年度公司下属相关房产

企业以土地或在建工程抵押方式融资，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为便于办

理相关业务，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对 2014 年度本公司

下属相关房产企业以抵押方式融资的审批权并授权相关人员签署相关文件；授权

时间为壹年（2014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单笔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4 亿元（含 4 亿元）。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同意：82,538,548 股，占 99.9323%；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4,630 股，占 0.0662%。 

1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部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石磊、刘涛两位同志将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任

期届满，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并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推荐

张晖明、王天东两位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该两位独立董事

任期为一年，自 2014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5 年 5 月 17 日止；独立董事年度津贴

标准拟定为每年人民币 5.4 万元（含税）。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并采用累积投

票表决。 

1、选举张晖明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82,504,348 股，占 99.8909%。 

2、选举王天东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82,504,348 股，占 99.8909%。 

1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

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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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文件的精神，公司

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见《公司章程修正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82,594,425 股，意见如下： 

同意：82,537,818 股，占 99.9315%； 

反对：1,247 股，占 0.0015%；弃权：55,360 股，占 0.067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杨义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对会议进行法

律见证。其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