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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议程及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2015 年 4 月 8 日上午 9：30
三、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龙蟠路 9 号兴隆大厦 21 楼会议室
四、会议审议事项
1、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支付 201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 2015 年度续聘的议案
6、2014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7、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在授权范围内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9、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现场会议议程
（1）主持人致欢迎辞，并介绍会议有关事项；
（2）宣读会议议案；
（3）宣读会议表决办法，投票表决；
（4）在计票的同时回答股东的提问；
（5）宣布议案现场表决结果和通过情况。
六、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市龙蟠路 9 号兴隆大厦 21 楼公司证券投资部（210037）
联系电话：025-85600533
传

真：025-85502482

联 系 人：

高千雅

闻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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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见年度报告第四节）

议案二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见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议案四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4 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28,197,912.56 元，提取 10%的法
定盈余公积 12,819,791.2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785,989,603.68 元，扣除本期
派 发 现 金 股 利 105,000,000.00 元 ， 年 末 实 际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净 利 润 为
796,367,724.98 元。公司决定以 2014 年末股份总额 105,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52,500,000.00 元。

议案五

支付 201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 2015 年度续聘的议案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支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 年度
的财务审计费用 6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15 万元。续聘该所为公司 2015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议案六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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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议案七

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铝合金门窗、塑
钢门窗等

采购原
材料

涂料、保温材
料、墙地砖、装
修等建筑材料

工程监理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营销代理

关联人

单位：万元

预计 2015
年的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2014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2500

40%

465

2197

60.76%

2500

8%

194

2431

6.37%

800

60%

0

597

58.69%

800

35%

0

637

36.12%

659

5862

--

南京星叶门
窗有限公司
南京住宅产
业产品展销
中心、南京栖
霞建设集团
建材实业有
限公司
南京东方建
设监理有限
公司
南京星叶房
地产营销有
限公司、南京
栖云置业顾
问有限公司

合计

6600

2、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关系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与本公司的
注册资
注册地址
关系
本
南京栖霞建设 受本公司控 南京市栖霞区 5000 万
集团建材实业 股股东控制 马群街道马群 元 人 民
有限公司
科技园内
币
南京星叶门窗 受本公司控 南京市栖霞区 300 万元
有限公司
股股东控制 马群街道马群 人民币
科技园内
南京住宅产业 受本公司控 南京市栖霞区 1000 万
产品展销中心 股股东控制 和燕路 251 号 元 人 民
币
关联方名称

3

法人
主营业务
代表
何 勇 建筑材料销售；门窗及其他
智
住宅部分配件销售、安装、
售后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何 勇 建筑门窗、遮阳门窗及住宅
智
部配件的生产、销售、安装
服务；建筑材料销售。
范 业 展示和销售国家 2000 年小
铭
康城乡住宅科技产业工程
和国家级示范工程推荐使
用的住宅产品及国内外先
进优质、高科技新型建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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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方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
南京星叶房地
产营销有限公
司
南京栖云置业
顾问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控
股股东控制
受本公司控
股股东控制

住宅配套产品、涂料。
500 万元 王 小 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人民币
青
的建设监理。
51 万 元 张冰 房地产经纪代理、服务、商
人民币
品房销售；企业形象设计、
策划；投资咨询代理。
50 万 元 张冰 房地产经纪代理、服务；企
人民币
业形象设计、策划；投资咨
询。

南京市栖霞区
和燕路 251 号
南京市栖霞区
和燕路 251 号

受本公司控 南京市栖霞区
股股东控制 马群街道马群
科技园内
（2）关联关系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 360,420,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33％。
关联方名称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的关系
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南京星叶门窗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南京住宅产业产品展销中心
南京东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南京星叶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南京栖云置业顾问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备注
栖霞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
栖霞集团全资子公司南京住宅产业产品
展销中心持有其 90%的股权
栖霞集团持有 100%的股权
栖霞集团持有 99%的股权
栖霞集团持有 90%的股权
南京星叶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关联方履约能力
以上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将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公司基本
不存在履约风险。
3、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人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购买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等。公司根据房地产项
目开发进度及建设需要确定购买量，分期签订购货协议。
南京星叶门窗有限公司 定价原则为低于行业同类、同档次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
结算方式为根据购货协议约定预付部分价款，根据建设需
要分期送货，货送现场后根据实际送货量结算货款。
本公司购买涂料、保温材料、墙地砖、装修等建筑材料。
公司根据房地产项目开发进度及建设需要确定购买量，分
南京住宅产业产品展销
期签订购货协议。定价原则为低于行业同类、同档次产品
中心、南京栖霞建设集团
的市场平均价格。结算方式为根据购货协议约定预付部分
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价款，根据建设需要分期送货，货送现场后根据实际送货
量结算货款。
该公司通过南京市建筑工程交易中心向本公司的工程项
南京东方建设监理有限 目投标获取监理项目，中标后与本公司签订监理合同，为
公司
本公司提供工程监理服务。监理服务按国家收费标准收
费，并根据实际工程进度结算监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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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本公司签订营销代理服务协议，服务内容为房地
南京星叶房地产营销有
产前期项目定位、客群定位、营销推广、销售代理、咨询
限公司、南京栖云置业顾
服务等方面。该公司根据行业惯例及竞标结果收取服务
问有限公司
费。财务结算方式以销售回笼资金按季度结算。
4、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人

交易目的
该公司与本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能够保证所供应
南京星叶门窗有限公司 的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等建材的质量，并且供货及时，
售后服务便捷。
南京住宅产业产品展销 该公司与本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能够保证所供应
中心、南京栖霞建设集团 的涂料等建材的质量，并且供货及时，售后服务便捷。
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拥有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能够为本公司的工程
南京东方建设监理有限
建设质量、工期控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该公司可以
公司
通过招投标持续为本公司提供工程监理服务。
该公司拥有高素质营销技术人才，能按照公司长期发展规
南京星叶房地产营销有
划，提供优质咨询服务，保证公司品牌建设。该公司长期
限公司、南京栖云置业顾
贮备优质客源，搭建公司资源平台，并结合细分市场分析，
问有限公司
为前期定位、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以上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大的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5、审议程序
经独立董事认可，此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关联董事江劲松先生、陈兴汉女士、范
业铭先生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沈坤荣先生、李启明先生、张明燕女士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的
意见为：此项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议案八

在授权范围内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1、担保情况概述
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本公司的部分控股子公司需不定期地向银行等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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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申请借款，并由本公司提供担保。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本公司授权董
事长，在不超过以下授权范围内，可以签署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协议或
办理其他有关手续，超出授权额度范围外的担保，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
行决策程序。本次授权截止日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
具体授权担保额度如下：
控股子公司名称
苏州卓辰置业有限公司
无锡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无锡卓辰置业有限公司
合计

本公司持股比
例
100％
70％
94.595％
94.595％
-

授权担保额度
不超过 2 亿元
不超过 3 亿元
不超过 8 亿元
不超过 5 亿元
不超过 18 亿元

2015 年 1 月 31 日本
公司担保余额
0
2.5 亿元
3.523359 亿元
0
6.023359 亿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1,222,335,884.97
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32.64％。
2015 年 2 月 1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授权
范围内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财务状况
（1）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无锡栖霞
无锡锡山
苏州卓辰
无锡卓辰

业务性质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主要产品或服务
商品房
商品房
商品房
商品房

注册资本
本公司拥有权益（％）
200,000,000
70
200,000,000
94.595
300,000,000
100
80,000,000
94.595

主要开发项目及服务
无锡瑜憬湾、无锡栖园
无锡东方天郡
苏州栖庭
XDG-2012-80 号地块

本公司和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无锡栖霞 70%、30%的股份，国联
信托的控股股东为国有独资企业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和南京中栖天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持有无锡锡山 94.595%和
5.405%的股权。中栖天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为南京中城栖霞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上海中城未来投资有限
公司和本公司分别持有南京中城栖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和 49%的股权。
无锡卓辰是无锡锡山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无锡卓辰 94.595%的股
权。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①2014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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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无锡栖霞

1,484,807,730.12

298,127,387.95

79.92%

18,377,086.66

-14,022,727.00

无锡锡山

2,214,190,450.98

170,127,490.75

92.32%

152,532,119.00

-13,341,234.02

苏州卓辰

708,116,911.10

310,988,473.76

56.08%

669,394,114.43

21,006,098.70

无锡卓辰

622,061,305.71

79,565,605.11

87.21%

——

-406,721.32

②2014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审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无锡栖霞

1,531,500,551.62

287,980,436.03

81.20%

95,212,098.64

-24,169,678.92

无锡锡山

2,116,532,708.24

216,110,234.91

89.79%

414,630,917.00

-117,358,489.86

苏州卓辰

662,396,905.11

308,257,367.16

53.46%

749,264,093.32

18,274,992.10

无锡卓辰

654,345,032.32

78,662,417.78

87.98%

-

-1,309,908.65

注：被担保人的项目开发和销售情况详见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www.sse.com.cn）。

无锡卓辰开发建设的无锡栖庭项目（XDG-2012-80 号地块）尚未开工建设。
由于无锡房地产市场没有明显回暖，2014 年度商品房库存量去化慢，导致无锡
栖霞和无锡锡山在本报告期尚未实现盈利。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不超过上述授权范围内，可以签署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借款担保的协议或办理其他有关手续，超出授权额度范围外的担保，本公司将根
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本次授权截止日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同时，公
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栖霞和无锡锡山将就此次担保事项向本公司提供等额的反担
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此项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项目建设所
需借款提供担保，且被担保方的资产质量较好，土地成本较低，经营情况正常，
信用良好，预计随着其所开发建设的项目的持续销售，未来现金流入具备偿还债
务的能力，因此，在担保期内，本公司能够对其经营管理的风险实施有效控制，
提高其开发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无锡栖霞和无锡锡山
就此次担保事项向本公司提供等额的反担保，体现了公平、对等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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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1,222,335,884.97
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32.64%，其中为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70,000,000.00 元，为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和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分别提供担保 150,000,000.00 元和 200,000,000.00 元，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为 602,335,884.97 元，未有逾期担保。以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
议案九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
会公告【2013】43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指引>的通知》
（上证公字【2013】1 号）等相关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
完善公司利润分配的相关制度，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完善。具体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遵循以下决策程序和机制：

（一）董事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利润分
配方案；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
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决策程序要求，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报告期盈
利，但董事会未制定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
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二）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现金分红预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为中小股东参加现场股东大会提
供便利，主动采取网络等多种渠道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保
持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
心的问题。
（三）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
（四）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公司需调整或变更
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规划时，应从保护股东权益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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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经董事会进行详细论证，由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审议调整或变更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或者审议
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以及三分之二以上
独立董事同意。股东大会审议调整或变更现金分红政策或审议事项涉及修改《公
司章程》的，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董事会调
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以及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进行监
督。
（七）公司对有关利润分配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独立董事按本章程
规定对利润分配预案、利润分配政策、股东回报规划发表的独立意见应当在董事
会决议公告中一并披露。
公司应当在年度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说明
是否符合本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
晰，相关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中小股东是否有机会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其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
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当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
合规和透明。
年度报告期盈利但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年度定期报告中披
露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
立意见。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一） 分配原则：公司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
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 分配条件：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盈利，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值，且不存
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
（三） 分配周期：公司可按年进行利润分配，也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四） 分配方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利润分配。
（五） 现金分红条件：除非不符合利润分配条件，否则公司每年度应当至少
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一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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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股票分红条件：公司根据盈利情况和现金流状况，为满足股本扩张的
需要或合理调整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可以采取股票方式分配利润。
（七） 可分配利润：公司依据本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可供分配利
润，利润分配不得超过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
（八） 现金分红下限：公司每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大会作特别说明。
（九） 保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应当严格执行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
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方案；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应获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十）公司调整或变更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现有利润分配政策已不符合公司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的要求；
2、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3、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确
有必要对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其他情形。
现拟对前述条款修订如下：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遵循以下决策程序和机制：

（一）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应由董事会在审慎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
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独立董事应就利润分配预案出
具独立意见。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后实施。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
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上市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
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邮件、
公司网站或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
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三）报告期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现金流为正值时，公司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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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应同时向股东提
供网络投票方式。
（四）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
（五）如公司外部环境变化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公司可对
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董事会审议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以及
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董事会调
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以及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进行监
督。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和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
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分配方式。公司依据
本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可供分配利润，利润分配不得超过公司累计可
供分配利润的范围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每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三）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本条款下现金分
红条件和比例的其它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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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为：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
提取公积金后剩余的税后净利润）为正值（按母公司报表口径），且现金流充裕，
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五）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时，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
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根据盈利情况和现金流状况，合理调整股本规模和股权
结构，满足股本扩张的需要。
（六）在综合考虑公司盈利状况和资金需求情况的基础上，公司可按年进行
利润分配，也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七）公司应当严格执行本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的现金分红方案；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应获
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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