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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
称

首批竣工时
间

开发产品期
末原值

开发产品期末
存货跌价准备

开发产品期
末净额

期末预收款
项

预售
比例

期末开发产品
确认情况

华侨城
一期 2006年 7月 161,499.84 82,704.07 78,795.77 99,658.10 100%

期末剩余车位
及储藏室，已计
提跌价准备

华侨城
二期 2007年 5月 5,169,214.28 5,169,214.28 98%

尚有住宅未出
售，期末经减值
测试，不存在减

值

华侨城
三期 2008年 7月 7,798,762.52 7,798,762.52 522,000.00 99%

期末留存车位
及储藏室，经测
试不存在减值

华侨城
四期

2010年 12
月 10,748,036.30 1,166,783.20 9,581,253.10 43,215.04 99%

期末剩余车位
及储藏室，已计
提跌价准备

华侨城
五期 2012年 6月 13,311,669.69 5,992,127.78 7,319,541.91 404,776.00 99%

期末剩余车位，
已计提跌价准

备

合计 37,189,182.63 7,241,615.05 29,947,567.58 1,069,649.14

（1） 公司已取得了相关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竣工验收
备案表》等相关资料，相关房地产项目已达到可交付状态，不存在不可出售的情形；

（2）上述华侨城一期至五期开发产品长期未结转，主要系剩余储藏室及车位未
对外出售，华侨城一期至五期预收账款剩余合计 106.96 万元，未结转原因为：1）因
预售面积与实际交房面积存在差异，冲回部分收入及预收款项，业主未领取，因金
额较小暂挂预收账款，待业主办理手续时退还；2）部分车位和储藏室已预收款尚未
签署认购协议，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3）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预售比例为形象比例，华侨城一期至五期合计可售面积
为 776,402.35 平方米，开发产品结存未售面积为 13,357.31 平方米，已售面积占总面
积的比例为 98.28%，与预售比例相符。

2、开发产品减值计提情况
项目名称 首批竣工时间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或销售 期末余额

华侨城一期 2006年 7月 82,704.07 82,704.07
华侨城二期 2007年 5月
华侨城三期 2008年 7月
华侨城四期 2010年 12月 1,166,783.20 1,166,783.20
华侨城五期 2012年 6月 5,020,940.53 1,060,192.95 89,005.70 5,992,127.78
华侨城六期 2019年 12月 13,279,147.76 2,249,483.22 1,318,253.80 14,210,377.18

合计 18,382,792.36 4,476,459.37 1,407,259.50 21,451,992.23

开发产品主要为储藏室及车位，状况良好。 公司将通过加大销售力度，并结合
抵顶工程款等方式进行销售。 公司开发产品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期末储藏室及车位按照类别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
定，已足额计提跌价准备。

会计师核查回复：
1、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
（1）了解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

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复核管理层以前年度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预测和实际经营结果，评价管理

层过往预测的准确性；
（3）获取中润资源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并测试管理层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

算是否准确；
（4）在抽样的基础上对存货项目进行实地观察，并询问管理层这些存货项目的

进度和各项目最新预测所反映的总开发成本预算；
（5）进行敏感性分析，以确定该等估计将导致开发项目发生重大错报的变动程

度，并考虑关键估计和假设出现此类变动的可能性以及潜在的管理层偏向。
2、核查意见
基于执行的核查程序，我们未发现开发产品减值计提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七、 年报显示， 你公司 2019 年四个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7,244.74 万、8,745.95

万元、9,823.89 万元和 25,724.23 万元；归母净利分别为 2,428.98 万元、-2,763.96 万
元、-1,309.00 万元和 -176.49 万元。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扣非归母净利分别为
-43,166.01 万元、-19,893.88 万元和 -17,736.60 万元， 你公司连续多年扣非后净利
为负。 请你公司说明 2019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以及 2019 年各季度归母净
利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开展情况，项目建设情况
等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
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主要系子公司淄博置业 2 号楼和 3

号楼商业地产达到收入确认条件，集中确认收入 1.7 亿元所致，公司房地产收收入
确认具体原则为：“已将房屋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 不再对该房
产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和实施有效控制， 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
或取得了收款的证据，并且与销售该房产有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
收入的实现。 即本公司在房屋完工并验收合格，签定了销售合同，取得了买方付款
证明，并办理完成商品房实物移交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公司确认收入的最后核心条件为“办理完成商品房实物移交手续”，2019 年 3
月公司办妥 2 号商业楼《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019 年 12 月公司办妥 3 号商业楼《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表》 公司办妥竣工备案手续后，2019 年 12 月为业主统一办理了房屋实物移交手
续，确认收入的实现，符合房地产行业特点，故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
增加具有合理性。

2019 年各季度归母公司净利润波动较大， 主要原因来自于非经常性损益对公
司净利润的影响，公司认为各季度归母净利波动较大较为合理，具体分季度影响如
下：

2019 年一季度归母公司净利润 2428.98 万元，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增加净利润
5669 万元，主要是山东安盛资产抵顶欠款增加营业外收益 6089.74 万元，山东盛基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房产拍卖成功， 公司依据裁定， 收到 424 余万的现金，应
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24 万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致使以外币计价的债权金
额汇兑减少 1037.60 万元所致。

2019 年二季度归母公司净利润 -2763.96 万元，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增加净利润
1131 万元，主要是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致使以外币计价的债权金额汇兑
增加 1100 万元所致。

2019 年三季度归母公司净利润 -1309 万元，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增加净利润

1441 万元，主要是三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致使以外币计价的债权金额
汇兑增加 1585 万元所致。

2019 年四季度归母公司净利润 -176.49 万元，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增加净利润
7676 万元， 主要是四季度收回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旗下文登区珠海路 205
号、207 号房产及分摊土地使用权作价 9828 万元， 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9828 万
元；四季度计提违约金增加营业外支出 1980 万元；四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
致使以外币计价的债权金额汇兑减少 770 万元； 淄博置业收到土地补偿款 500 万
元，增加收益所致。

公司主营以黄金为主要品种的矿业投资与房地产开发建设及自有房产的出租，
2017-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及分行业营业收入分别为：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
计 515,388,115.28 100% 496,460,231.64 100% 769,082,244.46 100%

分行业

房地产业 178,970,876.65 34.73% 135,075,474.08 27.21% 383,022,994.17 49.80%

矿业 313,352,987.53 60.80% 350,945,595.94 70.69% 375,920,888.49 48.88%

其他业务 23,064,251.10 4.47% 10,439,161.62 2.10% 10,138,361.80 1.32%

公司房地产的经营模式为房地产项目开发与销售，自有商业性用房的出租。 报
告期内，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主要为“淄博·华侨城”。 华侨城项目位于淄博市
高新区，是集住宅、商业、酒店、别墅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小区。 淄博华侨城项
目目前已经进入尾盘阶段，目前正在开发的项目为中润华侨城涉外小区三期工程，
公司在 2019 年已经取得了预售许可证， 已进入销售阶段， 将在未来 1-2 年充实公
司房地产收入的业绩。 针对当前房地产开发的形势及趋势， 公司将在传统的“拿地
- 开发 - 销售” 房地产开发模式的基本上， 利用中润华侨城多年的开发运营的经
验，进一步开拓以资金支持、品牌输出、合作代建为导向的房地产运营管理模式，提
升资产价值。

2018 年至 2019 年，公司收回中润世纪城西段商业物业、威海市文登区珠海路孵
化器、汕头东路相关房产近 5.62 亿的房产，并与淄博置业持有型物业，合计约 13 万
平方米作为自有商业性用房用于出租。 公司也考虑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出售部分
持有型物业，调整债务结构，降低负债水平。

2017 年至 2019 年， 公司黄金业务营业收入从 37,592.09 万元降低至 31,335.30
万元，矿山产量下降，与生产系统短板效应、设备配件及生产耗材匮乏、技改工程对
日常生产造成的干扰及资金挤出效应、外部市场竞争等因素有关，其中资金短缺是
主要原因。 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通过推行新采矿方法（浅孔留矿法、削壁充填法）、
优化生产流程(如加强探采结合)、加强成本管控，使得单位采矿成本、单位选矿成本
均有较大程度下降，在技术改造方面，Dolphin� 通风提升井、七号尾矿库及新选矿厂
因资金短缺，完工尚需时日，成为制约产量提升的瓶颈，公司希望广开融资渠道和
拓宽合作方式，尽快完成技术升级改造，并实现产量的提升，效益之改善。

2019 年， 四川平武中金矿业有限公司向平武县自然资源局递交了采矿权延续
补件申请、探矿权变更 / 延续补件申请，平武县生态环境局和县林草局通过了涉生
态环境红线、自然保护区及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的不重叠审核。 2019 年 11 月，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对四川、陕西、甘肃所报方案进行汇总整理，并对整体规划方案进行
了征求意见，大熊猫国家公园功能区勘界调整方案即将进入最终审批环节，待取得
新的采矿权许可证后即可到省国土资源厅办理资源储量备案。 并以此为契机，可进
行项目开发及技术合作，增厚公司效益。

综合以上所述，我公司认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八、 年报显示 ， 你公司本期营业利润为 -7,174.39 万元， 经营净现金流为

14,590.40 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本期含税销售收入金额以及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
收票据变动情况，及本期发生的营业成本及其进项税和应付账款、预付账款、存货、
应付票据等科目变动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现金流量表净额和净利润是否匹配。 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本期营业利润 -7,174.39 万元，净利润为 -3,214.18 万元，经营净现金流为

14,590.40 万元，差异较大。
公司 2019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主要来源于两个生产经营的实体， 分别为山

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淄博置业 ) 和 Vatukoula� Gold� Mines�
Limited（以下简称 VGML），公司本期营业收入 51,538.81 万元，销项税 1,256.58 万
元，应收账款本期增加 649.55 万元，预收账款本期增加 892.30 万元，淄博置业因用
房屋抵顶工程款确认收入 4,682.97 万元，无现金流，调整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为 48,355.17 万元，与报表一致。

公司本期营业成本 47,953.25 万元，存货减少 2,630.89 万元，其中由于投资性房
地产转回存货金额 1,247.18 万元， 存货跌价转销 140.73 万元 ； 应付账款减少
7,627.03 万元，预付账款减少 900.25 万元，淄博置业因用房屋抵顶工程款确认收入
减少预付 / 应付账款 4,682.97 万元，本期进项税 784.20 万元，扣除工资及折旧和摊
销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 25,508.92 万元，与报表一致。

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与上期均变动
不大。

本期影响利润部分无现金流金额较大，其中因齐鲁置业有限公司法院执行转入
现金或者资产转回坏账准备 10,253.68 万元， 淄博市房管局物业质量保证金退回转
回坏账准备 1,439.97 万元，扣除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后，公司本期转回信用减值损
失 5,387.94 万元；VGML 生产经营黄金，固定性成本较高，本期固定资产折旧和无
形资产摊销为 13,869.65 万元； 财务费用中非经营性利息支出 6,932.82 万元， 山东
安盛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债务重组产生收益 6,089.74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经营现金流量表净额和净利润差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会计师核查回复：
1、执行的审计程序
（1）了解并测试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2）重新检查了现金流量表各项目明细金额，并检查了各项匹配关系。
2、核查意见
基于实施的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九、年报显示，因房地产施工合同纠纷，法院判决你公司支付山东新城建工股

份有限公司工程款 1,534.74 万元及相应利息，你公司提起上诉。 因矿山设备买卖合
同纠纷，法院判决你公司支付烟台兴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1,368 万元及相应利
息。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两笔诉讼是否计提预计负债，若否，请结合上述判决情况及
诉讼进展说明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 因施工合同纠纷， 公司之子公司淄博置业被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提

起诉讼，2019 年 10 月 9 日， 公司收到《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鲁 03 民终 2790 号），公司应付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 1,534.73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全部执行完毕，不存在预计负债情况。

2、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收到《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
0102 民初 1937 号）， 公司应付烟台兴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1,367.95 万元及利
息，判决书中的 1,367.95 万元是全部已发货物及未发货物的金额，在庭审中原告承
认有 203,094.43 美元（人民币 141.68 万元）备件订单未发货，扣除未发货金额后为
1,226.27 万元，账面已记账应付烟台兴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240.98 万元，与账面
差异较小，故不存在预提预计负债的情况。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核查意见：
1、经本所律师核查，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置业”）

成立于 2002 年 07 月 29 日，目前，中润资源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9 年 1 月 21 日，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城建工”） 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向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淄博置业偿还中润
华侨城 17-22 号楼工程款 957929.22 元，利息按照同期贷款利息自应付之日至付清
之日 ；2、 请求判令淄博置业偿 还中润华 侨 城 4、5、9、10、11、12 号楼工 程款
14482606.37 元（不包含防水质保金 925609 元），利息按照同期贷款利息自应付之日
至付清之日；3、诉讼费、保全费均由淄博置业承担。 2019 年 7 月 9 日淄博高新区人
民法院下达（2019）鲁 0391 民初 272 号民事判决，判决：(一 )淄博置业欠新城建工工
程款 15347355.7 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淄博置业支付新城建工工程款
利息（分段计算：以本金 957929.22 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至淄博置业实
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 4734945.09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4 月 10 日起至淄博置业实
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 5489481.28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9 月 22 日起至淄博置业实
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 4165000 元为基数，自 2012 年 12 月 27 日起至淄博置业实际
给付之日止；以上均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新
城建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7221.5 元，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62221.5 元，由于淄博置
业负担。 淄博置业不服一审判决，依法上诉。 2019 年 10 月 9 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
院下达（2019）鲁 03 民终 2790 号民事判决，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诉讼期间，淄博置业、淄博中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济宁
新中德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代付协议》，三方协商，由济宁新中德置业有限公司代淄
博置业向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缴纳诉讼保证金 19061676.73 元， 该款项作为保证金
用于解除法院对别墅岛三期用地的查封。

同时，经本所律师核查，相关民事判决送达生效后，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按照
判决确定的金额从已交的 19061676.73 元诉讼保证金中将 15347355.7 元工程款，
2680029.89 元利息、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直接过付给新城建工，剩余 108682.14 元已
于 2020 年 1 月 8 日退回淄博置业。 截至到中润资源 2019 年报出具日，相关民事判
决项下淄博置业对新城建工的应付债务已全部执行完毕。

有鉴于此， 本所律师认为， 淄博置业已经全部履行了生效判决判定的付款义
务，就新城建工债务没有计提预计负债情况属实，合理。

2、经本所律师核查，因从烟台兴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机械公
司”）处采购井下设备及运输车辆等，未按协议约定足额支付货款， 2019 年 1 月 20
日，烟台兴业公司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中润资源提起诉讼。 案件经过管辖异
议处理及实体审理，2020 年 4 月 8 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下达（2019）鲁 0102 民
初 19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中润投资支付原告烟台兴业公司货款 13679549.36
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中润资源支付原告烟台兴业公司利息损失
（以 13679549.36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烟台兴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43360 元，由烟台兴
业公司承担 45000 元，中润资源承担 9836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中润资源负担。

（2019） 鲁 0102 民初 1937 号民事判决书下达后， 考虑到 VATAKOULA� GOLD�
MINES� LIMITED 实际欠款能力以及诉讼前景，中润资源决定与烟台兴业公司进行
和解 ， 故没有上诉 ， 该民事判决已经生效 。 2020 年 4 月 19 日 ， 中润资源 、
VATAKOULA� GOLD� MINES� LIMITED 与烟台兴业公司签署《协议书》，约定：一、
以美元支付货款 1997014.50 美元， 其余可以人民币支付。 先由 VATAKOULA�
GOLD� MINES� LIMITED 按以下时间和数额向烟台兴业公司履行《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付款义务。 其中货款以 1﹕ 6.85 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计， 不低于以下人民币数
额 ：1、 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7 日内支付 200000 元；2、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再支付
6000000 元；3、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再支付 6000000 元；4、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付清
全部欠款及判决应付款。 如果不能以美元支付货款， 承担出口退税财务损失等责
任，支付给烟台兴业公司暂按 1﹕ 6.85 汇率计为人民币 2616213.86 元，或遇汇率变
动以税务实际发生损失计算支付， 以避免为此增加的诉累和损失 。 二 、因
VATAKOULA� GOLD� MINES� LIMITED 不能按照上述时间及款项金额及时履行，
中润资源直接负有履行《民事判决书》义务。 如有任何一期未按前条约定付款，烟台
兴业公司即可申请法院执行判决，并依法律规定申请加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根据本所律师对案件材料核查及对中润资源案件诉讼代理人程鹏以及公司法
务总监籍树林的访谈，（2019）鲁 0102 民初 1937 号审理过程中，中润资源就截至到
诉讼之日 VATAKOULA� GOLD� MINES� LIMITED 实际的付款金额、烟台兴业公司
有价值 244084 美元 2 台预购卡车没有交付、 以及有 203,094.43 美元（人民币约
141.68 万元）备件订单未发货的情况，提出抗辩。 虽然，（2019）鲁 0102 民初 1937 号）
民事判决对 203,094.43 美元备件订单未发货的事实没有认定，但判决后，中润资源
一直在与烟台兴业公司进行协商，烟台兴业公司也在安排对接、查询。

本所律师就烟台兴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购货欠款中相应利息未计提预计负债
情况，向中润资源副董事长、代行财务总监李明吉等访谈，李明吉等表示，目前中润
资源与烟台兴业公司就 203,094.43 美元（人民币 141.68 万元）未发货的备件事宜正
在磋商，扣除未发货金额后，总欠款金额为 1,226.27 万元，账面已记账应付烟台兴
业公司 1,240.98 万元，与账面差异较小，故没有再计提预计负债。

综上，本所律师根据对中润资源与烟台兴业公司债务纠纷相关诉讼资料、裁判
文书、 洽谈情况、 以及中润资源就本次诉讼没有再进行计提预计负债等情况的核
查，本所律师认为，中润资源目前正就未发货的备件事宜与烟台兴业公司磋商，考
虑到未发货的备件价值与预计利息损失等负债相当的情况， 故没有就本次诉讼计
提预计负债，其会计处理事出有因，情况属实。

十、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包括往来款 10,269.83 万元，比上年增加近
2,000 万元，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包括其他往来 3,887.40 万元。 请
你公司说明上述往来款的具体构成，相关事项形成的时间、原因、期限、利率（如有）
等，是否构成财务资助或关联方资金占用，并说明本年余额比上年增加的原因及合
理性。

回复：
1、 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 10,269.83 万元， 比上年 8,076.34 万元增加

2,193.49 万元，主要构成如下：
序号 单位 金额

1 山东惠诚建筑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 13,322,743.47

2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5,528,983.10

3 深圳庐山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

4 淄博市高新区人民法院 1,034,291.14

合计 21,886,017.71

（1）山东惠诚建筑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自 2006 年开始为淄博置业施工单位，至
2019 年华侨城第六期六七组团施工结束，累计施工结算报告工程款为 58,668.51 万
元，累计付款 60,000.79 万元，累计形成预付 1,332.27 万元，公司根据施工结算报告
结转各期施工成本，由于涉及多个项目，且时间较长，双方一直未结清，目前正在积
极对账清算。 据查，山东惠诚建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经营正常。

（2）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552.90 万元，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山东新城建
工股份有限公司 1534.73 万元工程款，公司已全部支付，其中 552.90 万元涉及以前
资金往来款，公司已向山东省高院申请再审。 该款项由公司合作方淄博中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代为支付，发生时借：其他应收款 - 新城建工 /，贷：其他应付款 - 中
德，未产生现金流。

（3）因公司资金困难，融资渠道受限，公司与深圳庐山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融
资服务协议》，深圳庐山投资有限公司协助公司办理金融机构融资，按照协议约定，
公司支付相关的融资费用 200 万元，截至日前，尚未结算，暂挂其他应收款。

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包括其他往来 3,887.40 万元，主要构成
如下：

序号 单位 金额

1 淄博置业业主代收代付费用 25,602,942.29

2 支付磐金公司经营款 8,091,984.49

3 深圳庐山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

4 其他 3,179,059.54

合计 38,873,986.32

（1）代收代付费用
代收代付费用系淄博置业为购房业主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代收代付的公共设

施维修基金、契税和不动产权证登记费、工本费。 由于税务、房管局和不动产登记部
门对房产初次交易产权证办理，不接受个人办理，由淄博置业统一代办。

（2）合营企业 PANGEA� GOLD� MINING（FIJI）PTE� LIMITED（以下简称磐金公
司） 负责 VGML 尾矿加工处理， 由于对外销售由 VGML 统一与 The� Perth� Mint 结
算，公司收到 The� Perth� Mint 结算款后再支付磐金公司，故产生了支付磐金公司经
营款。

（3）见上述（3）
综上，不构成财务资助或关联方资金占用，本年余额比上年增加是合理的。
十一、年报显示，你公司本期实现投资收益 337.07 万元，上期为 -64.17 万元，主

要系你公司子公司 VGML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所致。 请你公司说明上
述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形成的时间、原因、持股比例、被投资方
近年财务指标、盈利状况等，并说明投资收益是否具有持续性。

回复：
1、对 Gold� basin� Mining�（Fiji）pte� Limited 的股权投资情况
为推进所属探矿权进一步勘查找矿工作，2017 年 4 月，VGML 引入 MARVEL�

DRAGO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 MDHL） 合作开展探矿权范围内的资
源勘查工作，双方签署了《联营协议》。 根据该协议，双方于 2017 年 6 月共同出资设
立了 Gold� basin� Mining�（Fiji）pte� Limited（以下简称“Gold� Basin”），股权比例为：
VGML 持股 45%，MDHL 持股 55%。

Gold� Basin 成立以来的主要财务及盈利情况：
根据公司之子公司 VGML 和 Marvel� Dragon� 签署的 《联营协议》，Marvel�

Dragon� 作为 Goldbasin� Mining�（Fiji）pte� Limited 的股东，独自承担“勘探期”对“矿
权”、“勘探”产生的所有开支，直至完工日和该协议提前终止日两者中的较早者来
临，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Goldbasin� Mining�（Fiji）pte� Limited 正处于勘探期，本
期未确认投资损益。

2、对 PANGEA� GOLD� MINING（FIJI）PTE� LIMITED 的股权投资情况
为解决自身技改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现有高品位尾矿资源

（矿山 80 余年开采过程中所积累， 超过 1000 万吨， 品位大于 1 克 / 吨），2017 年 9
月，VGML 引入 Pangea� Gold� Corporation� Limited(以下简称“PGCL”)开展战略合作，
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 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即 PANGEA�
GOLD� MINING（FIJI）PTE� LIMITED）， 股权比例为：VGML 持股 30%，PGCL 持股
70%。 PGCL 出资将 VGML 现有选厂改造为尾矿处理厂 (归属合资公司 )，并就近为
VGML 新建 2000 吨 / 天规模的新选厂（归属 VGML），PGCL 以上述投资作为对合
作公司的出资；VGML 主要以上述尾矿资源及现有选厂的部分设备设施及相关土
地作为对合资公司的出资。 2018 年 4 月，PANGEA� GOLD� MINING（FIJI）PTE�
LIMITED 在斐济共和国完成注册。

PANGEA� GOLD� MINING（FIJI）PTE� LIMITED 成立以来的主要财务及盈利情
况：

根据合作协议， 合资公司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独立核算，2018 年 11 月 -12
月， 合资公司营业收入 365.63 万元， 营业利润 -91.68 万元，VGML 确认投资收益
-64.17 万元。 2019 年， 合资公司营业收入 3255.31 万元， 营业利润 481.53 万元，
VGML 确认投资收益 337.07 万元。

该合资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尾矿再处理试生产工作，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趋于稳定。 矿山现有尾矿资源丰富（大于 1000 万吨），品位稳定（大于 1 克 / 吨），预
计在较长时期内（现有尾矿服务年限大于 8 年），合资公司盈利能力有望稳步提高，
相关投资收益将保持稳定。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下午

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 81 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80 名，代表股份 2,647,092,2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784％，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名，代表股份 2,445,801,25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24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3 名，代表股份 201,291,0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293％。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73 名，代表股份 205,519,68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6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639,103,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2％；反对 7,127,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3％；弃权
86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530,57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27％；反对 7,127,80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82％；弃权 86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1％。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639,012,45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 7,218,5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7％；弃权
86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439,87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686％；反对 7,218,50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23％；弃权 86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1％。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2,639,113,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6％；反对 7,043,1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1％；弃权
93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540,57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76％；反对 7,043,10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70％；弃权 93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54％。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经审计的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639,118,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8％；反对 7,112,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7％；弃权
86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545,57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200％；反对 7,112,80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09％；弃权 86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1％。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639,124,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90％；反对 7,106,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5％；弃权
86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551,57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229％；反对 7,106,80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80％；弃权 86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91％。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 4.80

元现金股息（含税）。 2019 年度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087,118,648.48 元。 剩余未分配
利润留存下年。

2、本年度不实施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同意 2,622,870,16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850％；反对 24,218,8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49％；弃权
3,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1,297,589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142％；反对 24,218,896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842％；弃权 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639,767,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33％；反对 7,122,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1％；弃权
202,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8,194,57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58％；反对 7,122,80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58％；弃权 20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630,617,70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76％；反对 10,627,24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5％；弃权
5,847,31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9％。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9,045,129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840％；反对 10,627,243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09％；弃权 5,847,3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5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成都天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相关事宜提供担保

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92,977,66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312％；

反对 14,700,12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714％；弃权 202,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3％。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0,617,26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489％；反对 14,700,12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527％；弃权 20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4％。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荣盛兴城（唐山）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632,189,84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70％；反对 14,700,12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3％；弃权
202,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0,617,26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489％；反对 14,700,122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527％；弃权 20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企业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
符合 < 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638,815,56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3％；反对 6,99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弃权
1,277,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3％。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242,98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728％；反对 6,999,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56％；弃权 1,277,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企业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
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638,513,56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59％；反对 7,301,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8％；弃权
1,277,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3％。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6,940,98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258％；反对 7,301,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26％；弃权 1,277,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6％。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638,890,26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02％；反对 6,92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6％；弃权
1,277,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3％。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317,68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091％；反对 6,924,5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93％；弃权 1,277,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6％。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638,852,05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7％；反对 7,133,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5％；弃权
1,10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8％。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279,478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906％；反对 7,133,807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11％；弃权 1,10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83％。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荣万
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638,986,66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38％；反对 6,99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4％；弃权
1,10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8％。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414,08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60％；反对 6,999,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56％；弃权 1,10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83％。

（十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持有的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请
“全流通”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638,980,66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36％；反对 7,005,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6％；弃权
1,10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8％。

其中，持股比例在 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7,408,08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31％；反对 7,005,2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85％；弃权 1,10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5383％。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戴琼、黄育华、齐凌峰所作的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
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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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
获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2020 年 5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不变，即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99,238,913 股为基数（剔除已回
购股份后的 14,837,471 股）， 按照 2019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1.50 元（含税）进行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
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899,238,913 股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 14,837,471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350000 元；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5 月 29

日。
三、关于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已回购股份不参与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

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 = 实际参与分派的股本总数×分派比例，即
899,238,913 股×0.15 元 / 股 =134,885,836.95 元。 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

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不变，现金分红总额
分摊到每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息价时，每股现金红
利应以 0.147565 元 / 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 =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134,885,836.95 元÷914,076,384 股 =0.147565 元 / 股）。

综上， 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息价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
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息价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147565 元 / 股。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315 卢柏强

2 08*****531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3 08*****866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天启（2016）55号诺普信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4 06*****591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 00*****141 卢翠冬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0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8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2、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
3、咨询联系人：闵文蕾
4、咨询电话：0755－29977586� � � � 传真：0755－27697715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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