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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购置办公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提升公司总部一体化管控能力、满足公司当前实际办公以及未

来发展需要，公司拟以自筹资金购买关联方广州市万舜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万舜公司”）其所持有的广晟万博城 A 塔写字楼 35-37

层办公楼及 B 塔公寓的 2 层 205、206、207商铺。该物业位于广州市

番禺区南村万博 CBD，共三层 51 套房产及商铺 3 套房产，建筑面积

共 7566.34 平方米，交易价格为 25,960.09万元。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项目必要性分析 

（一）公司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公司已迈入“三步走”发展战略的争创辉煌阶段，进入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公司将按既定战略做强做优做大广东稀

土产业，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中重稀土旗舰企业。因此，企业的

发展壮大，对企业的视觉形象、管理水平、办公场所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公司现有办公场所为保利中汇广场 A 栋 31-32层，为租赁控股

股东广晟集团的物业，总体办公面积较小，办公位置较少，会议室严

重不足。公司当前发展迅速，随着营销中心、资金中心、院士工作站

的逐步落地推进，现有办公面积已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因此，

购买物业写字楼，增加办公面积是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塑造企业品牌形象，提升资本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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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公司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稀土上市公

司，这对塑造企业品牌形象、提升资本市场影响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现有办公场地保利中汇广场为广州东站早期甲级写字楼，进驻企

业主要以设计、生物科技、教培及贸易等行业的公司为主，其办公形

象及产业资源已逐渐与公司不匹配，对比六大稀土集团，公司的形象

昭示度、品牌彰显力严重不足。而广晟万博城写字楼是万博商务区乃

至广州番禺区的建筑地标，为超甲级写字楼，其规划定位符合公司提

升企业形象的要求。 

（三）完善科创空间、吸引科技人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公司非常注重科技创新

工作，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公司共有 9 家高新

技术企业，11 个省级研发平台。2021 年 6 月，公司引入稀土磁材领

域权威专家李卫院士团队，其唯一的院士工作站落户公司。购置广晟

万博城写字楼，一方面依托片区产业资源能够有效引入科创人才，另

一方面能够为院士工作站及科创人员队伍提供完善的科研办公场地，

推动公司科技创新目标加速实现。 

（四）购置写字楼可节省办公租金，兼备资产保值增值功能 

公司目前租赁的保利中汇广场 A 座租金为 153元/㎡·月，租赁面

积 3676㎡，公司每年支付的租金成本 674.95 万元且逐年递增；购买

广晟万博城写字楼后，公司可节约对应租金。且购置的办公楼属于超

甲级写字楼，地段优越，具备较好的升值潜力。因此，购置写字楼可

节省办公租金，同时具备保值增值功能。 

二、交易标的概况 

万博 CBD位于番禺区南村镇番禺大道，汉溪大道旁，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捷。毗邻华南地区最大的高铁客运枢纽—广州南站，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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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有地铁 7 号线、18 号线轨道交汇。万博 CBD 占地面积 1.5 平方

公里，规划总建筑面积达 548 万平方米，总投资预计超过 450 亿元，

是汇集超甲级写字楼、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信息化新城市中心。2006年

番禺区对万博商务区进行系统谋划，2010 年启动建设，2013 年被列

入广州市重点项目、成为广州三大功能片区之一。2019 年广州发布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万博 CBD 明确纳入广州主城

区，是承担科技创新、高端现代服务产业和综合服务智能的核心区域

之一。2020 年万博商务区基本建成，2021 年《广州市服务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将“万博商圈”纳入 5 个世界级地标商圈之一。番禺区“十

四五规划”将万博打造成千亿平台。万博商务区有广晟、粤海、万达、

敏捷、奥园、四海城、德舜、中铁、海大等商业综合体项目汇聚，已

建成 11 栋 150 米以上的高楼，其中 6栋 200 米以上。 

广晟万博城写字楼位于万博 CBD 中央商务区核心位置，规划净用

地面积 3.5万平方米，容积率为 7.3，用地性质为商业兼容商务用地，

总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规划有购物中心、酒店、写字楼、街区商

业以及公寓五大业态。广晟万博城写字楼建筑高度 266米，共 57层，

第 10-42层建设为超甲级写字楼单元，建筑面积约 7.3万平方米；第

7-9 层、第 45-57 层以及地下负二层局部建设为五星级酒店，建筑面

积约 3.7 万平方米；购物中心面积约 6.5 万平方米。配置有 1758 个

车位。项目自 2016 年开始建设，于 2021 年 5 月全面实现竣工交付。 

本次拟购置标的为广晟万博城 A 塔写字楼 35-37 层：第 35 层套

内面积 1516.85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77.49 平方米；第 36 层套内面

积 1507.87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66.04 平方米；第 37 层套内面积

1497.11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52.34 平方米。另有，B 塔公寓的 2 层

205、206、207 商铺，建筑面积 170.47 平方米。以上共计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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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6.34平方米。 

三、交易方案 

（一）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拟购买资产的权属人为广州市万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万

舜公司”），广州市广晟数码技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万舜公司 70%股权，

为万舜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市广晟数码技术投资有限公司系广东省

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孙子公司，因此，万舜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为广晟集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 

本次拟购置标的为广晟万博城 A 塔写字楼 35-37 层 51 套房产，

建筑面积 7395.88平方米；以及 B塔公寓的 2 层 205、206、207 商铺

3 套房产，建筑面积 170.47 平方米。以上合计 54套房产，建筑面积

共计 7566.34 平方米。 

以上房产均已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不存在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情形。 

（三）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广州业勤资产评估土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及收益法

两种评估方法，以 2022 年 5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并经综合分析最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晟数码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万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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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采用市场法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1.市场法评估结果合计为 25,960.09万元； 

2.收益法评估结果合计为 26,200.13万元。 

市场法的实例来源于市场上同类型房地产的真实成交实例，与评

估对象各方面状况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交易价格之间较为接近，最终

修正幅度不大，能够很好地反映评估对象最可能的交易市场价值。资

产评估师将市场法计算结果与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到的售价水平较为

吻合，说明本次采用市场法计算出的结果比较贴近实际。 

（四）交易价格 

根据评估结论并与对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25,960.09 万元（含增值税），另预计税费约 790.71万元（具体以税

务部门出具的完税凭证为准），合计总投资约 26,750.80万元。 

（五）资金来源 

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价款。 

（五）付款方式 

1.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 

2.《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支

付合同总价款的 70%。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购买办公楼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和未来

业务人员发展需要，并可以解决公司办公场所长期租赁控股股东房屋

的问题，减少关联交易频次。该办公楼将作为公司总部基地、营销中

心、资金中心、培训中心及科研基地等，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

划。 

本次交易增加的固定资产相应的折旧费用对公司利润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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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购买办公楼的资金为公司自筹资金，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日常经

营的现金流转、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请予审议。 

附件：资产评估报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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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

利润为-54,292.38万元，实收股本为 301,802,291.00元，未弥补亏

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一、亏损原因 

1、公司 2009 年借壳上市前，原上市公司资产已存在大额未弥补

亏损，2008 年末原上市公司资产未弥补亏损已达到-48,661.74 万元。 

2、公司借壳上市后，公司盈利情况逐渐改善，未弥补亏损逐年

下降，但 2015 年和 2018年因稀土产品价格处于低谷导致公司分别产

生 3 亿元左右的亏损，从而导致公司当前存在的未弥补亏损较大。 

二、应对措施 

公司紧紧围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抓住市场机遇，强化内部

管理，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经营业绩持续向好。2019 年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10.52 万元，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79.05万元，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3,908.71 万元，2022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8,143.65万元。 

1、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水平。公司全面启动深化改革工作，

通过开展瘦身健体，利用一体化管控、机构精简、生产经营方式调整

等，实现总部和企业扁平化，提高效能。 

2、聚焦主责主业，打牢盈利基础。紧紧抓住产业链的两端，坚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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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移的固链、强链、延链。在资源端，将举全公司之力尽快实现资

源保障；在中间分离端，要依靠技术升级提质增效；在应用端，要抢

抓磁材、电机市场机会，发挥好磁材产业链内部协同，打造广晟稀土

的永磁品牌。 

3、创新驱动，夯实技术基础。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抓手，重点实施好两年科技创新行动方案、院士工作站行动方案，

以更好地指导中短期科技创新工作如何开展；特别要完善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和体系建设，所有重点企业要设立首席专家工作室；加大研发

投入、强化激励考核。通过科技创新为企业夯实技术基础，提升公司

科技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4、聚焦项目建设，依托大项目实现大发展。根据公司部署，严

格按照公司重点项目横道图进行挂图作战，利用五大机制强势推进项

目建设，想方设法解决制约重点项目建设的瓶颈问题，全力加快重点

项目建设步伐，确保工程按计划完工，尽快实现项目的投产，早日实

现预期收益。高标准、严要求抓好工程监督检查和建设，确保把每个

工程都建成精品工程、阳光工程。 

以上议案，请予以审议。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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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近日，独立董事郭勇先生由于个人原因，董事巫建平先生由于

工作原因分别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独立董事、董事职务。为完善

公司董事会建设，需补选董事会成员，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提名，现

拟选举黎锦坤、尤德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

（简历附后）。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请予审议。 

 

附件：1.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2.简历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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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2 年第

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5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由提名委

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杨文浩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委员 4 名,

实际出席委员 4 名。会议审议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资格审查，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委员：杨文浩、郭勇、曾亚敏、洪叶荣 

2022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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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简  历 

黎锦坤，男,汉族,1964年 8月出生,大专学历。历任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广州公司会计;广东有色金属工贸发展公司财务部经理;广州

金涛经济开发公司财务部经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广州公司人事处副

科长;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

长、财务审计部部长;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监事会第一

工作组组长(副部)、纪检审计部副部;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广东省广晟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审计工作部副部长。现任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派驻上市公司专职董事，兼任深圳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市国星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尤德卫，男，汉族，1968 年 2月出生，硕士学位。历任广州中

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厂长秘书；广州越秀区司法局法律工作者；广

州万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副主任；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现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委

会委员、高级合伙人；兼任广东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兼职外部董

事；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省律

师协会第十二届合规风控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

常务理事；广东省法学会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律师协会医

药与健康业务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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