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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 監事會及其董事、 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

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年度報告摘要摘自年度報告全文， 報告全文同時刊載於巨潮資訊網 http:
//www.cninfo.com.cn 。 投資者欲瞭解詳細內容， 應當仔細閱讀年度報告全文。

1.2除下列董事外， 其他董事親自出席了審議本次年報的董事會會議
未親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親自出席董事職務 未親自出席會議原因 被委託人姓名

鄧維傑 董事 出差 陳小海
1.3 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已經中審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並被出具了保留並

帶強調事項段的審計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 監事會對相關事項已作詳細說明，
請投資者注意閱讀。

1.4 公司負責人鄭康豪、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陳小海及會計機構負責人 (會
計主管人員) 許曉雲聲明： 保證年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 完整。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基本情況簡介

股票簡稱 深 國 商、 深國商 Ｂ
股票代碼 000056、 200056

上市交易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
2.2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曹劍 吳小霜

聯繫地址 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 2028 號皇崗商
務中心 6樓

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 2028 號皇崗商
務中心 6樓

電話 0755-82281888 0755-82535565
傳真 0755-82566573 0755-82566573

電子信箱 cj000056@21cn.com zhaiwu2006@21cn.com
§3 會計資料和財務指標摘要
3.1 主要會計資料

單位： 元

2011年 2010年
本年比上
年增減
（％）

2009年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營業總收
入 （元） 19,463,770.79 18,312,004.92 18,312,004.92 6.29% 22,693,995.40 22,693,995.40

營業利潤
（元） -194,759,898.76 -167,119,214.97 -167,119,214.97 8.49% -31,256,954.72 -31,256,954.72

利潤總額
（元） -203,904,040.83 -280,964,912.33 -284,467,027.56 -32.13% -14,370,152.80 -14,370,152.80

歸屬于上
市公司股
東的淨利
潤 （元）

-123,774,612.23 -167,709,712.71 -171,211,827.94 -31.34% 6,164,589.22 6,164,589.22

歸屬于上
市公司股
東的扣除
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
利潤 （元）

-119,564,863.60 -88,603,612.28 -88,603,612.28 -21,685,328.97 -21,685,328.97

經營活動
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
額 （元）

-151,613,542.73 -602,771,216.57 -602,771,216.57 -74.85% -28,670,426.32 -28,670,426.32

2011年末 2010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減 （％）

2009年末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資產總額
（元） 1,537,761,372.58 1,540,732,957.65 1,540,732,957.65 -0.19% 1,447,489,692.07 1,447,489,692.07

負債總額
（元） 1,906,598,811.47 1,690,781,452.98 1,705,666,355.71 11.78% 1,316,573,275.07 1,316,573,275.07

歸屬于上
市公司股
東的所有
者 權 益
（元）

-84,350,914.14 54,308,600.82 39,423,698.09 -313.96% 222,018,313.53 222,018,313.53

總 股 本
（股） 220,901,184.00 220,901,184.00 220,901,184.00 0.00% 220,901,184.00 220,901,184.00

3.2 主要財務指標
單位： 元

2011年 2010年 本年比上年增
減 （％） 2009年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76 -0.78 0.03 0.03
稀釋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76 -0.78 0.03 0.03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
每股收益 （元/股） -0.54 -0.40 -0.40 -0.10 -0.10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121.39% -125.51% 2.71% 2.71%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
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64.13% -64.95% -10.71%-10.71%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 （元/股） -0.69 -2.73 -2.73 -0.13 -0.13

2011年末 201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減 （％） 2009年末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
淨資產 （元/股） -0.38 0.25 0.18 -311.11% 1.005 1.005

資產負債率 （％） 123.99% 109.74% 110.70% 13.29% 90.96% 90.96%
3.3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 適用 □ 不適用

單位： 元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2011年金額 附注 （如適用） 2010年金額 2009年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30,607.00 -10,338,792.82 20,627,868.71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
項產生的損益 0.00 0.00 5,801,909.16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但與公
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 符合國
家政策規定、 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
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450,000.00 270,000.00 0.00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
準備轉回 2,651,149.33 0.00 9,276,740.27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
和支出 -9,554,233.58 -118,995,913.96 -8,885,811.02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 2,212,728.62 46,456,491.12 1,029,211.07
合計 -4,209,748.63 - -82,608,215.66 27,849,918.19

§4 股東持股情況和控制框圖
4.1 前 10名股東、 前 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 股
2011年末股東總數 16,131 本年度報告公佈日前一個月末股東總數 17,428

前 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 持股總數 持有有限售條

件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
的股份數量

百利亞太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70% 30,264,192 0 30,000,000
深圳市特發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9.06% 20,010,772 0 10,780,000
大華投資 (中國)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3% 15,528,941 0 0
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6.15% 13,577,548 0 0
鐘志強 境外自然人 3.72% 8,215,594 0 0
國元證券經紀 （香港） 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4% 7,595,137 0 0

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
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1.00% 2,202,546 0 0

陳述 境內自然人 0.97% 2,149,327 0 0
曾海星 境內自然人 0.97% 2,148,715 0 0
GUOTAI JUNAN SECURI－
TIES (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89% 1,969,534 0 0

前 10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股份數量 股份種類

百利亞太投資有限公司 30,264,192境內上市外資股
深圳市特發集團有限公司 20,010,772人民幣普通股
大華投資 (中國) 有限公司 15,528,941境內上市外資股
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 13,577,548人民幣普通股
鐘志強 8,215,594境內上市外資股
國元證券經紀 （香港） 有限公司 7,595,137境內上市外資股
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202,546人民幣普通股
陳述 2,149,327境內上市外資股
曾海星 2,148,715境外上市外資股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1,969,534境內上市外資股

上述股東關聯
關係或一致行
動的說明

經本公司問詢， 百利亞太和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為一致行動人， 同時百
利亞太實際控制人鄭康豪先生個人帳戶持有 453,909 股 B 股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日） 。 特發集團與上表中其他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 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和
大華投資 （中國） 有限公司為一致行動人； 除此之外， 上述股東之間未知是否存
在其他關聯關係或屬於 《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 規定的一致行動人的情形。

4.2 公司與實際控制人之間的產權及控制關係的方框圖

100%

鄭康豪

百利亞太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皇庭地産集團有限公司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9.67%

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90%

13.7% 0.26% 2.31%

§5 董事會報告
5.1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概要
2011年是公司董事會換屆後起步之年。 報告期內， 在逐步解決歷史遺留問

題的同時， 公司的核心項目皇庭國商購物廣場 （原名“晶島國商購物中心” ，
以下簡稱“皇庭廣場”） 招商工作及項目裝修工程全面展開。

為推動項目儘早開業， 公司成立了由公司管理層相關人員組成的項目開業
籌備委員會， 及時處理有關項目的各類問題。 皇庭廣場項目建設方面， 因受項
目設計變更、 報建進度及資金壓力的影響， 項目進展有所延遲。 截止公告日
止， 項目已完成了東、 西外立面的裝修施工， 計畫近期完成南廣場及北面外牆
工程， 並開始園林景觀建設。 項目室內精裝修採取交叉施工方式， 已簽約商戶
將陸續進場裝修。 _

為了加快項目招商進度和提高招商品牌品質， 皇庭廣場系列廣告在報媒、
電媒、 網媒、 戶外等各大媒體立體投放， 創造了一定品牌影響力， 有力的推進
了皇庭廣場的招商工作。 截止披露日， 皇庭廣場招商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 確
定的招商面積約為總面積的 50%左右， 預計試營業前招商率達到 65%以上。

根據公司的裝修和招商計畫， 皇庭廣場預計在 2012年 8月底前實現試營業。
報告期內， 雖然面臨國家房地產調控， 信貸趨緊的週邊融資環境， 但經公

司董事會和管理層的積極溝通和推進， 不斷完善融資方案， 公司於報告期內完
成了向銀行 12 億元的借款及渤海信託 3 億元借款展期， 為皇庭廣場建設提供
了資金保障。

報告期內， 由於公司關於林業項目發展戰略的調整， 林業公司暫停了新造
林和新征地工作， 主要圍繞已種植林地的維護和部分林木變現開展工作， 同時
加強現有林地林木資源的管護， 防止森林火災、 盜伐林木、 毀林佔地案件的發
生， 最大限度地減少林木資產的損失。 2011 年度變現了 2005 年及 2006 年種植
的部分林木， 實現營業收入 473.49萬元。 由於上年度內變現的主要是公司早期
種植的林木， 早期公司營林技術和經驗均相對不足， 加之森林火災及偷砍盜伐
的影響， 造成了林地的損耗， 實際保存面積與種植面積存在一定差異， 早期種
植的林木整體品質不高、 產材量不高。 此外， 我司林業缺乏後續深加工環節，
未建立加工增值產業鏈， 採取林木直接變現的方式， 林木附加值不高。

2011 年， 公司實現營業收入 19,463,770.79 元， 同比增加 6.29%， 營業利
潤- 194 , 759 , 898 . 76 元 ， 比 上 年減 少 27 , 640 , 683 . 79 元 ， 實現 淨 利 潤
- 203 , 904 , 040 . 83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80 , 562 , 986 . 73 元 ， 其 中 歸 屬 於

上 市 公司的淨 利 潤 為 -123,774,612.23 元， 比上年增加 47,437,215.71元。
5.2 主營業務分行業、 產品情況表

單位： 萬元
主營業務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
上年增減
（%）

營業成本比上
年增減 （%）

毛利率比上
年增減 （%）

房地產銷售收入 -30.95 -12.03 61.13% - - -
物業管理收入 1,344.35 1,080.89 19.60% 12.79% -4.71% 14.77%
林木收入 473.49 435.84 7.95% 177.40% 81.29% 48.80%

5.3 報告期內利潤構成、 主營業務及其結構、 主營業務盈利能力較前一報
告期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本期利潤總額較前期增長較大， 主要是上期確認員工認購商鋪補償損失和

借款違約損失較大
§6 財務報告
6.1 與最近一期年度報告相比， 會計政策、 會計估計和核算方法發生變化

的具體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6.2 重大會計差錯的內容、 更正金額、 原因及其影響
□ 適用 √ 不適用
6.3 與最近一期年度報告相比， 合併範圍發生變化的具體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6.4 董事會、 監事會對會計師事務所“非標準審計報告” 的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中審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公司於 2012年 4月 18日就公司 2011 年度

出具了強調事項段及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1、 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涉及事項的基本情況：
（1） 導致保留意見的事項
根據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召開的 2010 年第四

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通過 《關於妥善解決員工內部認購商鋪事項的議案》 的決
議， 擬以不超過員工認購款項數額 300%的比例 （含認購本金的返還和補償
款， 總計不超過 4.5 萬元/平方米） 對員工進行補償並解除原認購書。 2011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2011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關於為妥善解決員工內部
認購商鋪事項的議案》 ，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時承擔對方因收取員
工商鋪補償款項而產生的個人所得稅。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確認累
計損失 86,370,519.24 元 （其中： 2010 年度確認營業外支出 76,907,913.24 元，
2010 年度以前累計已確認 9,462,606.00 元） 。 截至本報告日止， 深圳市國際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已與 11 名認購人 （共計 35 名認購人） 達成協定 （達成協定的
金額為 34,740,760.58 元， 對應面積為 660.39 平方米） ， 其餘 24 名認購人 （認
購面積 1,647.33 平方米） 因補償金額等原因未與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成協議。 由於我們無法對未達成協議的其餘認購者實施函證及其他程式， 導
致無法獲取充分、 適當的審計證據判斷該項估計是否合理。 除了前段所述事項
可能產生的影響外， 深國商財務報表已經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編制， 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深國商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財務狀況以及 2011 年度的
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

（2） 強調事項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總額為

153,776.14 萬元， 負債總額為 190,659.88 萬元， 歸 屬 股 份 公 司 的 淨 資 產
為 - 8 , 435 . 09 萬 元 。 而 對 深 圳 市 國際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影 響較大的
皇庭國商購物廣場項目截至本報告日未能按照計畫完工和招商， 經營活動產生
的現金流量淨額連續 5年為負數。 雖然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已在財務
報表附注十一充分披露了擬採取的改善措施， 但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持續經營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本段內容不影響已發表的審計意見。

2、 註冊會計師對該事項的基本意見
（1） 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中涉及事項對報告期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影響
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中涉及事項可能會對公司報告期財務狀況和經營成

果產生重大影響。
（2） 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中涉及事項是否明顯違反會計準則、 制度及相

關資訊披露規範性規定的說明
截止本說明出具日， 非標準無保留意見中涉及的事項無明顯違反會計準

則、 制度及相關資訊披露規範性規定。
3、 對以上保留及強調事項公司董事會的說明：
針對保留事項， 董事會認為：
針對員工商鋪問題， 公司董事會認為： 因審計會計師認為深國商未能與大

部分認購人就補償金額達成協議， 其無法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對深國商做
出的會計估計進行判斷。 依據 《中國註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 1502 號—非標準
審計報告》 第十一條的規定， 所以年報審計會計師對上述事項予以保留。

針對強調事項， 公司董事會說明：
針對持續經營能力問題， 公司董事會認為： 深國商當前資產負債率較高，

經營性現金流短缺是年報審計會計師出具強調事項的主要原因。
4、 該事項對上市公司的影響程度、 消除該事項及其影響的可能性以及具

體措施
（1） 保留事項:
員工商鋪為公司歷史遺留問題， 公司董事會積極處理該歷史遺留問題。 公

司管理層組織了專人， 積極和當時認購的員工溝通處理此事。 此外， 公司已對
部分員工認購商鋪事項向法院起訴， 上述案件尚在一審審理階段， 預計案件判
決後， 該保留事項會消除。

（2） 強調事項
針對公司持續經營能力問題， 公司主要通過以下措施來解決：
（1) 本公司皇庭廣場項目正在全面進行開業籌備工作。 目前， 已完成了外

立面的裝修施工， 室內精裝修和招商工作正在全面開展進行中， 預計在 2012
年 8月底前實現試業。 截止公告日， 招商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 確定的招商面
積約為總面積的 50%左右， 皇庭廣場項目開業後， 會從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經營
狀況。

（2） 2012年 3月， 本公司完成新增 2 億元貸款工作。 預計公司隨著項目進
展， 會進一步增加融資並改善債務結構， 用於保障公司核心項目的發展需要。

（3） 2012年公司將加大林木變現力度， 計畫本年度採伐變現林地面積約為
24,000畝， 會增加一定現金流。

（4） 公司會通過其他盤活資產的方式增加現金流， 保障項目順利進展。
公司監事會經過審核， 對該事項及董事會的相關說明發表以下意見：
1、 對保留事項， 監事會意見如下：
監事會認為年度審計報告真實的反應了公司的真實狀況。 針對員工商鋪事

項， 監事會認為， 公司要按照股東大會的決議， 繼續積極與認購商鋪的人員溝
通， 並通過訴訟等多種途徑和措施， 儘快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2、 針對強調事項， 監事會意見如下：
針對持續經營能力， 監事會認為公司要按照董事會既定的方針， 一方面要

儘快推進皇庭廣場的開業和運營， 促使公司經營性現金流量恢復正常； 一方面
要加大林木的變現力度； 同時通過其他方式盤活資產收回現金流。

我們認為董事會對審計意見所涉事項進行了客觀的說明， 提出的解決措施
是積極有效， 符合公司的實際情況， 同意董事會對非標準審計意見的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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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報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 監事會及董事、 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

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1.3 公司負責人鄭康豪、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陳小海及會計機構負責人 (會

計主管人員) 許曉雲聲明： 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 完整。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資料及財務指標

單位： 元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減變動 （％）

資產總額 （元） 1,774,567,087.61 1,537,761,372.58 15.40%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 （元） -89,997,347.82 -84,350,914.14 -9.49%
總股本 （股） 220,901,184.00 220,901,184.00 0.00%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 （元/股） -0.41 -0.38 -11.00%

本報告期 上年同期 增減變動 （％）
營業總收入 （元） 3,679,974.16 3,328,792.47 10.55%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元） -5,646,433.68 -8,381,921.15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元） 21,859,590.87 -56,743,525.95 138.52%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元/股） 0.10 -0.26 138.4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 -0.04 50.00%
稀釋每股收益 （元/股） -0.03 -0.04 50.00%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
益率 （%）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 適用 □ 不適用

單位： 元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末金額 附注 （如適用）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872,867.82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 -1,036.95

合計 -873,904.77 -
2.2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數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 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 （戶） 17,248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全稱） 期末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數量 種類

百利亞太投資有限公司 30,264,192境內上市外資股
深圳市特發集團有限公司 20,010,772人民幣普通股
大華投資 (中國) 有限公司 15,528,941境內上市外資股
鐘志強 8,215,594境內上市外資股
國元證券經紀 （香港） 有限公司 7,569,830境內上市外資股
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5,106,702人民幣普通股
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 2,532,488人民幣普通股
陳述 2,149,327境內上市外資股
曾海星 2,148,715境外上市外資股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989,524境外上市外資股

§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 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 適用 □ 不適用
（1） 貨幣資金： 本期較本年年初增加 939.68%， 主要系期末借款增加導致。
（2） 預付賬款： 本期較本年年初增加 185.74%， 主要系期末支付了皇庭國

商購物廣場項目工程預付款、 設備採購款以及材料採購款。
（3） 銷售費用： 本期較去年同期增加 172.41 萬元， 主要系薪酬、 廣告費、

租賃費、 銷售服務費增加所致。
（4） 財務費用： 本期較去年同期減少 78.64%， 本期借款利息資本化所致。
（5）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本期較去年同期增加 12 億元， 主要系本期取

得平安信託借款所致。
（6）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本期較去年同期增加 1766.83 倍， 主要系本期

歸還渤海信託及建行借款所致。
（7） 分配股利、 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本期較去年同期增加 28.28

倍， 主要系本期借款金額增加所致。
3.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3.2.1 非標意見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關於 2011年審計報告中所涉事項的進展說明：
一、 關於保留事項 （員工商鋪認購事項） ：
公司組織專人尚在與相關員工商鋪認購人員溝通協商中； 員工商鋪認購事

項所涉的訴訟正在一審審理階段。
二、 關於持續經營能力的事項：
公司一季度正在加快皇庭國商購物廣場的精裝修和招商工作。 截止公告日

止， 確定的招商總面積約為總面積的 50%左右。
另外， 2012年 3月， 我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融發投資有限公司向平安信託有

限責任公司借款人民幣 12 億元， 其中人民幣 7 億元用於歸還銀行前期借款，
人民幣 3 億元用於歸還渤海國際信託有限公司的前期借款， 2 億元用於皇庭國
商購物廣場開業前的裝修、 招商和前期推廣工作。 有利於改善公司的資金狀
況， 也為皇庭國商購物廣場的開業做好了資金保障。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東或其關聯方提供資金、 違反規定程式對外提供擔
保的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3.2.3 日常經營重大合同的簽署和履行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3.2.4 其他
√ 適用 □ 不適用
一、 公司股東減持事項：
截止 2012 年 3 月 21 日， 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深圳茂業商廈有限公司減

持了公司 11,045,060 股 A 股， 佔公司總股本的 5%。 減持後， 茂業商廈持有本
公司股份 2,532,488股， 佔總股本的 1.146%， 其與一致行動人大華投資 （中國）
有限公司合計持股比例為 8.176% （詳見 2012年 3月 22日、 23日刊登於 《證券
時報》 、 香港 《大公報》 以及巨潮資訊網的“2012-11 股東減持公告” 及“簡
式權益變動報告書”） 。

二、 內部控制建設進展情況
公司根據證監會統一安排， 積極落實 《關於做好深圳轄區上市公司內部控

制規範試點有關工作的通知》 （深證局公司字 〔2011〕 31 號） 要求， 我司積
極推動內部控制建設， 建立健全並有效實施內部控制。

公司按照 《深國商內部控制基本規範實施工作方案》 的安排， 穩步推進各
項工作， 2011 年公司內控建設工作情況已在 2011 年年度報告及內控評價報告
中說明。 2012年第一季度公司內控建設主要開展了以下工作： 將前期梳理完成
的流程及制度上報審批、 發佈實施； 進一步對企業文化、 社會責任、 招商業務
等其他指引流程進行梳理， 識別具體風險及關鍵控制活動、 進行缺陷分析， 確
定具體的整改方案， 並完成整改， 發佈實施完善後的制度和流程； 完成內控風
險矩陣的編制， 結合審批通過的流程圖及制度， 形成公司內控手冊； 根據深圳
證監局要求， 每週每季度及時報送內控進展情況， 將審批通過的整改報告及內
控手冊等體系性文件報送證監局備案。

按照證監局內控建設試點工作的要求， 我司內控建設工作的進展情況符合
《深國商內部控制基本規範實施工作方案》 的計畫安排， 不存在重大差異。 根
據相關進展要求， 下一步公司將制定內控自評辦法， 開展內控測試， 對內控的
設計及執行的有效性進行檢查， 優化提升內部控制的有效性， 做好半年度內控
自我評價的準備工作。

3.3 公司、 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公司持股 5%以上股東及其實

際控制人等有關方在報告期內或持續到報告期內的以下承諾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承諾事項 承諾人 承諾內容 履行情況

股改承諾 - - 股東均已完成股改承諾
收購報告書或權益變
動報告書中所作承諾 - - 股東均已完成股改限售

承諾

重大資產重組時所作
承諾 鄭康豪

資訊披露義務人在未來 60 個月內不減持
本次收購而持有的百利亞太股份， 資訊
披露義務人在未來 60 個月內不減持本次
收購間接持有的深國商股份。

嚴格履行承諾

發行時所作承諾 - - -

其他承諾 （含追加承
諾） 鄭康豪

2012 年 3 月 13 日， 鄭康豪先生及其控
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承諾
在未來 12 個月內不減持 2012 年 3 月 5
日-3月 8日增持的深國商股份。

嚴格履行承諾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
相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3.5 其他需說明的重大事項
3.5.1 證券投資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3.5.2 報告期接待調研、 溝通、 採訪等活動情況表
本報告期沒有接待投資者實地調研、 電話溝通和書面問詢。
3.6 衍生品投資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3.6.1 報告期末衍生品投資的持倉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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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二○一二年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資訊披露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沒有虛假
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本公司於二○一二年四月七日以專人送達和電子郵件的方式發出召開第六
屆董事會二○一二年第三次會議的通知， 會議於 2011 年 4 月 18 日以現場方式

在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 2028 號皇崗商務中心六層會議室召開。 出席會議的
有： 鄭康豪董事長、 陳小海董事、 張建民董事、 陳勇董事、 鄧維傑董事、 趙立
金獨立董事、 謝汝煊獨立董事、 孫昌興獨立董事。 其中鄧維傑董事出差在外，
委託陳小海董事代為出席。 公司應出席董事八人， 實際出席會議董事八人。 會
議由鄭康豪董事長主持。 會議程召開合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的規定， 會
議合法有效。 審議並通過以下議案：

1、 關於 201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詳見同日刊登於巨潮資訊網的 《2011年度報告全文》 董事會報告部分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該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2、 關於 2011年度總經理工作報告的議案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3、 關於 2011年度報告全文及摘要的議案
詳見同日刊登於巨潮資訊網、 《證券時報》 和香港 《大公報》 的 《2011 年

度報告全文及摘要》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該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4、 關於 2011年度經審計財務報告的議案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該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5、 關於 2011年度財務決算報告的議案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總資產 1,537,761,372.58 元 （以下貨幣單

位均指人民幣） ， 淨資產-84,350， 914.14 元， 營業收入 19,463,770.79 元， 利潤
總額-203,904,040.83 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23,774,612.23 元， 加
權平均每股盈利-0.56元。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該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6、 關於 2011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的議案
截止 2011年 12月 31日， 中審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根據國內會計準則審計確

認的稅後利潤為-123,774,612.23 元。 根據利潤分配的原則， 提取法定盈餘公積
金 0 元,法定公益金 0 元後 ,加上 2010 年末滾存的未分配利潤-379,722,667.45
元， 總共可供股東分配利潤為-503,497,279.68 元。 2011 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為：
不進行利潤分配， 也不進行公積金轉增股本。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該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7、 關於 2011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
詳見同日刊登於巨潮資訊網的 《內控自我評價報告》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8、 關於 2012年第一季度報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議案
詳見同日刊登於巨潮資訊網、 《證券時報》 和香港 《大公報》 的 《2012 年

第一季度報告全文及正文》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9、 關於董事會關於 2011年度審計報告非標準意見的說明的議案
詳見同日刊登於巨潮資訊網的 《董事會關於審計報告非標準意見的說

明》 。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10、 關於公司會計差錯更正的議案
詳見同日刊登於巨潮資訊網的 《會計差錯更正的公告》 及相關說明。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11、 關於召開 2011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
詳見同日刊登於巨潮資訊網、 《證券時報》 和香港 《大公報》 的 《深圳市

國際企業股份有限第六屆董事會關於召開 2011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12、 關於公司出售商業公司全部股權和融發公司出售其持有的龍崗國商企

業有限公司股權的議案
詳見同日刊登於巨潮資訊網、 《證券時報》 和香港 《大公報》 的 《關於公

司出售商業公司全部股權和融發公司出售其持有的龍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股權
的公告》 。

議案表決情況： 8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張建民董事同意本次股權
的轉讓， 但建議採取交易所公開掛牌的方式轉讓。

該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4月 20日

證券簡稱： 深國商、 深國商 B 公告編號： 2012-18
證券代碼： 000056、 200056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
監事會二○一二年第一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資訊披露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沒有虛假

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本公司於二○一二年四月七日以專人送達和電子郵件的方式發出召開第六

屆監事會二○一二年第一次會議的通知， 會議於 2012 年 4 月 18 日以現場方式
在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 2028 號皇崗商務中心六層會議室召開。 出席會議的
有： 劉曉紅監事、 張心亮監事、 周麗嬌監事， 其中張心亮監事出差在外， 授權
劉曉紅監事代為表決。 本公司實有監事三人， 實際出席會議監事三人， 監事會
主席劉曉紅主持本次會議。 會議召開符合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的規定，
會議合法有效。 公司監事會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1、 審議通過 2011年度報告全文及摘要；
議案表決情況： 3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該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2、 審議通過關於 2012年第一季度報告全文及正文的議案；
議案表決情況： 3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3、 審議關於公司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的議案；
議案表決情況： 3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4、 審議通過 2011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議案表決情況： 3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該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5、 審議董事會關於 2011年度審計報告非標準意見的說明的議案；
議案表決情況： 3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6、 審議關於公司會計差錯更正的議案。
議案表決情況： 3票贊成， 0票反對， 0票棄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簡稱： 深國商、 深國商 B 公告編號： 2012-19
股票代碼： 000056、 200056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出售商業公司全部股權和融發公司出售
其持有的龍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股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對公告的虛假

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一、 交易概述
1、 出售股權的基本情況
為盤活資產， 集中資源做好公司核心項目， 做強公司主業， 並解決公司現

金流問題，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公司、 本公司或我司”） 擬
採取協議轉讓的形式以人民幣 9,000 萬元的價格將全資子公司深圳市深國商商
業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商業公司”） 全部股權轉讓給深圳樂安居房地產
開發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樂安居公司”） ； 同時深圳融發投資有限公司 （簡
稱“融發公司”） 擬採取協議轉讓的形式以人民幣 3,000 萬元的價格將其持有的
深圳市龍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龍崗國商”） 25%股權轉讓給樂安居
公司。

公司與深圳樂安居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 本次股權轉讓不
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交易不構成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 規定的重
大資產重組。

2、 董事會審議出售資產議案的表決情況及獨立董事意見
2012 年 4 月 18 日，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三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

公司出售商業公司全部股權和融發公司出售其持有的龍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股
權的議案》 ， 本交易不需獨立董事發表獨立意見， 本次出售股權事項尚需經公
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3、 本次交易不存在法律障礙， 除本次公告披露的事項外不存在其他安排。
二、 交易對方情況介紹
1、 基本情況
名稱： 深圳樂安居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企業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地： 深圳
註冊號： 440301105137707
地址： 深圳市鹽田區沙頭角深鹽路南天浩商住樓 2棟 C座 202
法定代表人： 張慶鐘
註冊資本： 5100萬元
主營業務： 在合法取得使用權的土地上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 房地產投資

顧問； 物業管理； 物業租賃； 興辦實業 （具體項目另行申報） ； 國內貿易 （法
律、 法規、 國務院決定規定在登記前須經批准的項目除外） ； 工業園區的開
發、 策劃、 運營管理。

主要股東： 深圳市樂安居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張慶傑先生持有該公司的
69%股權， 伍世卿先生持股 31%） 出資額 3468萬元， 出資比例 68%； 伍世傑、
伍世俊、 馬英權、 張慶鐘和張慶章各出資額 306 萬元， 各自出資比例為 6%；
吳濤鵬出資額 102萬元， 出資比例 2%。

樂安居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張慶傑先生。
2、 經問詢， 樂安居公司與本公司、 本公司實際控制人及本公司前十名股

東在產權、 業務、 資產、 債權債務、 人員等方面不存在關聯關係， 亦不存在其
他可能或已經造成我司對樂安居公司利益傾斜的其他關係。

3、 截止 2012 年 4 月 18 日 （未經審計） ， 樂安居公司的資產總額為 5106
萬元， 負債 15 萬元， 淨資產為 5091 萬元， 營業收入 0 萬元， 營業利潤-1 萬
元， 淨利潤為-1萬元。

三、 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商業公司成立於 1993 年 4 月 9 日， 是我司的全資子公司， 其主要資產為

持有龍崗國商 75%的股權； 我司控股子公司融發公司持有龍崗國商 25%股權。
龍崗國商為阪田地塊的項目公司， 其主要資產為阪田地塊， 該地塊位於深

圳市佈吉鎮牛古嶺， 面積為 100,124 平方米的倉儲工業工地， 批准使用土地年
限為 50年， 從 1992年 6月 1日至 2042年 5月 31日。

本次出售標的涉及的相關資產不存在涉及抵押、 質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權
利、 不存在重大爭議、 訴訟或仲裁事項、 不存在查封、 凍結等司法措施。

股權結構圖如下：

25%

60%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融發投資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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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的資產商業公司的概況
1） 商業公司基本概況：
名 稱： 深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股權結構：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權
地 址： 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 2028號皇崗商務中心主樓 6樓 C
主營業務： 國內商業、 物資供銷業； 地產行銷策劃； 大型購物商場等商業

管理和企業形象策劃； 房地產經紀； 物業管理； 經營進出口業務。 （以上各項
不含國家法律、 行政法規、 國務院決定規定需報經審批的項目。 ）

註冊資本： 人民幣 1500萬元
設立時間： 1993年 4月 9日
商業公司前身為深圳市龍崗國際商場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和深圳市國際商

場連鎖商業公司出資成立， 分別持股 51%及 49%， 2008年該公司名稱變更為深
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股東變更為本公司持有商業公司 100%股權。

2） 商業公司財務情況：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商業公司的資產總額為 3111.13 萬元、 負債總額

為 65.2萬元、 應收款項總額為 0萬元、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 （包括擔保、 訴訟
與仲裁事項） 為 0 萬元、 淨資產為 3045.93 萬元、 營業收入為 0 萬元、 營業利
潤為-15.7 萬元、 淨利潤為 -15.7 萬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 0 萬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 商業公司的資產總額為 4085.16 萬元、 負債
1039.59 萬元、 應收款項總額為 0 萬元、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 （包括擔保、 訴
訟與仲裁事項） 為 0萬元、 淨資產 （股東全部權益） 3045.57萬元、 營業收入為
0萬元、 營業利潤為-3640元、 淨利潤為-3640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
額為 0萬元。

3） 商業公司的評估情況：
經河南亞太聯華資產評估有限公司 （具有執行證券、 期貨相關業務資格的

評估機構） 評估， 以 2011 年 10 月 31 日為評估基準日， 評估方法採取成本法
（資產基礎法） 。 商業公司申報評估的經利安達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後的資產總
額為 3,129.28萬元， 負債 72.83萬元， 淨資產 （股東全部權益） 3,056.45 萬元；
評估值總資產為 9,051.29 萬元， 負債 72.83 萬元， 淨資產 （股東全部權益）
8,978.46萬元。

與帳面價值比較， 總資產評估增值 5,922.01 萬元， 增值率為 189.24%， 淨
資產評估增值 5,922.01 萬元， 增值率為 193.75%， 主要系長期股權投資增值，
增值原因為子公司龍崗國商土地使用權由於近年來地價上漲較快所致。

根據河南亞太聯華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評估報告及評估說明， 該部分
增值情況說明如下：

評估機構在評估過程中對龍崗國商土地使用權採用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和
市場法進行了評估， 後經對兩種評估方法的結果進行分析比較， 最終該宗地評
估結果以市場法的結果確定。 市場法評估過程為： 針對委估物件的用途、 交易
類型、 區域特徵和交通、 基礎設施等具體條件， 選擇了宗地位於深圳市光明新
區、 龍崗街道辦及鹽田區大梅沙成坑片區用途均為工業用地的 3 個市場交易實

例 （出售方式為掛牌出讓） 進行比較參照； 同時選擇選擇交易時間、 交易方式
及使用年期、 公共交通情況、 工業聚集程度、 基礎設施條件等區域和個別因素
進行修正； 取三個修正結果的算術平均值作為估價對象的單價為 1,119.52 (元/
平方米) 。

故， 宗地評估值為 ： 100124 平方米×1,119.52 元/平方米＝112,090,548.35
元。 土地使用權評估增值 86,537,968.52元 （商業公司佔龍崗國商 75%股權） 。

4） 本次轉讓完成後， 我司不再持有商業公司股權。 公司不存在為商業公
司提供擔保、 委託該公司理財， 商業公司也不存在佔用本公司資金等方面的情
況。

2、 標的資產龍崗國商的概況
1） 龍崗國商基本概況：
名 稱： 深圳市龍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
股權結構： 我司全資子公司深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75％股

權， 深圳融發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25％股權。
地址： 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 2028號皇崗商務中心主樓 6樓 D
主營業務： 承接外引內聯興辦工業項目； 五金交電、 日用百貨、 醫療設

備、 針棉紡織品、 家私、 建材、 化工產品、 文化用品的零售。
註冊資本： 人民幣 300萬元
設立時間： 1992年 1月 25日
龍崗國商公司前身為寶安國商企業有限公司， 股東為深圳市國際企業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為 100%。 經歷次股權轉讓， 寶安國商企業有限公司的股東由深
圳市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變更為深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融發投資
有限公司， 其中深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75%， 深圳融發投資有限
公司持股 25%。 龍崗國商公司自成立以來， 未進行生產經營。

2） 龍崗國商的財務情況：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龍崗國商的資產總額為 2616.33 萬元、 負債總額

為 3102.7萬元、 應收款項總額為 0萬元、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 （包括擔保、 訴
訟與仲裁事項） 為 0萬元、 淨資產為-486.37萬元、 營業收入為 0萬元、 營業利
潤為-173.66 萬元、 淨利潤為-190.11 萬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 0
萬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 龍崗國商的資產總額為 2616.33 萬元、 負債總額
為 3102.7萬元、 應收款項總額為 0萬元、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 （包括擔保、 訴
訟與仲裁事項） 為 0萬元、 淨資產為-486.37萬元、 營業收入為 0萬元、 營業利
潤為-173.66 萬元、 淨利潤為-190.11 萬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 0
萬元

3） 龍崗國商的評估情況：
經河南亞太聯華資產評估有限公司 （具有執行證券、 期貨相關業務資格的

評估機構） 評估， 以 2011 年 10 月 31 日為評估基準日， 評估方法採用成本法
（資產基礎法） ， 龍崗國商經利安達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資產總額為 2,630.26萬
元， 負債 3,088.04萬元， 淨資產 （股東全部權益） -457.78萬元； 評估值總資產
為 11,284.05 萬元， 負債 3,088.04 萬元， 淨資產 （股東全部權益） 8,196.01 萬
元。

與帳面價值比較， 總資產評估增值 8,653.79 萬元， 增值率為 329.01%， 淨
資產評估增值 8,653.79萬元， 增值率為 1890.37%， 評估增值主要由無形資產所
致， 無形資產評估增值的原因為近年來地價上漲較快所致。

4） 本次轉讓完成後， 融發公司不再持有龍崗國商的股權； 商業公司放棄
對融發公司出售龍崗國商 25%股權的優先購買權。

四、 擬簽訂交易合同的主要內容及定價情況
1、 交易合同的主要內容
（1） 本公司 （甲方） 與樂安居公司 （乙方） 簽訂的商業公司股權轉讓協定

的主要內容
轉讓價格： 人民幣 9,000萬元 (大寫： 玖仟萬元整) 。
支付方式： 採用現金支付、 分期付款的方式。
支付條款： ①本協議簽訂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 乙方應向甲方指定收款帳

戶支付股權轉讓款人民幣三仟柒佰伍拾萬元整作為首期款； 其中股權轉讓總價
款的 20%即人民幣壹仟捌佰萬元整作為履約保證金。

②本協定經甲方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並進行資訊披露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
乙方應向甲方指定收款帳戶支付股權轉讓款人民幣壹仟陸佰伍拾萬元整。

③本協議項下的商業公司股權轉讓工商變更登記手續辦理完畢之日起三個
工作日內， 乙方應向甲方指定收款帳戶支付股權轉讓款人民幣壹仟捌佰萬元
整。

④股權轉讓工商登記變更手續完畢之日起三個月內， 乙方應向甲方指定收
款帳戶支付剩餘的股權轉讓款， 即人民幣壹仟捌佰萬元整。

生效條件： 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字蓋章且甲方收到乙方支付股權轉讓首期
款並經甲方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2） 融發公司 （甲方） 與樂安居公司 （乙方） 簽訂的龍崗國商股權轉讓協
定的主要內容

轉讓價格： 人民幣 3,000萬元 (大寫： 三仟萬元整) 。
支付方式： 採用現金支付、 分期付款的方式。
支付條款：
①本協議簽訂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 乙方應向甲方指定收款帳戶支付股權

轉讓首期款即人民幣壹仟貳佰伍拾萬元整， 其中總價款的 20%即人民幣陸佰萬
元整作為履約保證金。

②本協議經甲方控股股東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並進行資訊披露之日起三個作日內， 乙方應向甲方指定收款帳戶支付股權轉讓
款人民幣伍佰伍拾萬元整。

③本協議項下的龍崗國商股權轉讓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以下稱股權工商變
更手續） 辦理完畢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 乙方應向甲方指定收款帳戶支付股權
轉讓款人民幣玖佰萬元整。

④股權轉讓工商登記變更手續完畢之日起三個月內， 乙方應向甲方指定收
款帳戶支付剩餘的股權轉讓款， 即人民幣三佰萬元整。

生效條件： 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字蓋章且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股權轉讓首
期款及甲方控股股東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
效。

2、 本次交易尚需提請公司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公司將根據相關法
律法規及時披露相關進展。

3、 定價情況
本次股權轉讓價格系考慮商業公司及龍崗國商的評估價值、 帳面餘值以及

市場價格水準等多方面的因素， 通過在市場多方尋找意向受讓方並多次談判交
易價格， 最後採取價格優先、 協商定價的原則確定樂安居公司為股權受讓方。

4、 交易對方的支付能力
深圳樂安居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經營地產開發和經營， 具有較強

的經濟實力。 同時， 根據雙方簽定的合同約定， 簽訂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我司
即收取合同總金額的 20%做為履約保證金， 能夠較好的控制交易風險。

五、 涉及出售股權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股權不涉及人員安排， 不存在土地租賃等情況； 本次交易不屬於

關聯交易， 交易完成後也不會產生其他關聯交易； 本次交易所得款項將用於補
充公司流動資金。

六、 出售股權的目的和對公司的影響
此項資產處置後， 有利於緩解公司流動資金緊張狀況， 集中資源做好公司

的核心項目。 如本次股權轉讓事項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且能按約定履行， 則會
增加公司當期的投資收益， 投資收益具體金額尚需結合股權出售的實際進展確
定並待股權轉讓協議生效後另行披露。 本次股權轉讓事項尚需經股東大會審
議。

七、 其他情況說明
2011年 12月公司與深圳市南湖置業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南湖置業"） 簽

訂了股權轉讓協定擬將商業公司全部股權轉讓給對方。 公司 2011 年第六屆董
事會第八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此事並擬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2011 年 12 月 14 日
我司收到南湖置業發來的 《關於解除股權轉讓合同的商函》 ， 函件告知" 由於
信貸控制及政策變化的原因， 導致我司無法按時支付股權轉讓款， 我司請求解
除上述股權轉讓合同" 。 經綜合考慮對方的支付情況和已簽署的商業公司股權
轉讓合同的生效和實施條件， 我司同意解除合同， 並召開了第九次臨時董事會
審議通過了 《關於取消在 2011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出售全資子公司
深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權的議案〉 的議案》 ， 不再履行雙方簽
署的股權轉讓合同 （詳見 2011 年 12 月 7 日、 15 日、 17 日刊登於 《證券時
報》 、 香港 《大公報》 以及巨潮資訊網上的相關公告） 。

為了保證本次轉讓順利完成， 根據雙方簽署的合同約定， 合同簽訂之日起
三個工作日內我司即收取首期股權轉讓款人民幣 5000 萬元， 其中人民幣 2400
萬元 （總交易金額的 20%） 做為履約保證金， 如對方違約， 將不再退還履約保
證金， 能夠較好的控制交易風險。 截止本公告日， 我司已經累計收取對方支付
的股權轉讓款人民幣 5000 萬元。 我司預計本次交易能夠順利進行， 不存在重
大風險。

八、 備查檔目錄
1、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2012年第三次會議決議；
2、 利安達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報告及相關財務報表；
3、 河南亞太聯華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深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限

公司股東擬轉讓持有的該公司股權所涉及的該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評估報
告》 （亞評報字 〔2011〕 第 205 號） 及 《深圳融發投資有限公司擬轉讓持有的
深圳市龍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股權所涉及的深圳市龍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股東
全部權益價值評估報告》 （亞評報字 【2012】 34號） 評估報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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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關於召開二○一一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對公告的虛假

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根據 《公司法》 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 的規定， 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二

○一二年第三次會議提請召開二○一一年年度股東大會。
現將有關情況通知如下：
一、 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 會議召開的日期和時間： 2012年 5月 11日 （星期五） 上午 10點 30分
2、 召開方式： 現場投票
3、 召開地點： 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 2028號皇崗商務中心皇庭 V酒店 27層
二、 會議審議事項：
（一） 關於 201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二） 關於 2011年度報告及其摘要的議案；
（三） 關於 2011年度經審計財務報告的議案；
（四） 關於 2011年度財務決算報告的議案；
（五） 關於 2011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的議案；
（六） 關於公司出售商業公司全部股權和融發公司出售其持有的龍崗國商

企業有限公司股權的議案；
上述議案內容詳見刊登於 2012年 4月 20日 《證券時報》 、 香港 《大公報》

和巨潮資訊網的相關公告。 根據 《公司法》 、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
則》 及 《公司章程》 的相關規定， 上述議案決議為普通決議， 需經出席股東大
會的股東 （包括股東代理人） 所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過半數同意。

三、 會議出席對象：
1、 有權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 截止 2012 年 5 月 2 日 （星期三） 下午

15:00 交易結束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
公司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大會， 並可以委託代理人 （授權委託書附後） 出席會議
和參加表決， 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東。

2、 公司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 公司聘請的律師。
四、 出席會議的股東登記方法：
1、 登記方式： 現場方式辦理登記手續 （股東可用傳真方式登記） 。
2、 登記時間： 2012 年 5 月 8 日、 9 日、 10 日 （上午 9:00—12:00， 下

午 14:00—17:00） 。
3、 登記地點： 深圳市福田中心區金田路 2028號皇崗商務中心 6樓。
4、 出席會議行使表決人需登記和表決時提交文件的要求：
（1） 法人股東應持股東帳戶卡、 營業執照影本 （加蓋公章） 、 法定代表人

證明書、 法人授權委託書和出席人身份證辦理登記手續；
（2） 個人股東應持本人身份證及股東帳戶卡辦理登記手續； 委託代理人出

席會議的， 代理人須持有委託人的書面委託書、 股東帳戶卡和本人身份證辦理
登記手續。

有資格出席股東大會的出席人員請於會議開始前半個小時到達會議地點，
並攜帶本款所要求的文件， 驗證入場， 辦理出席會議登記等有關手續， 按時出
席會議。

五、 其他
1、 會議聯繫方式：
聯繫部門： 公司證券法律部；
聯繫電話： 0755-82535565， 0755-22669143； 傳真： 0755-82566573；
聯繫地址： 深圳市福田中心區金田路 2028號皇崗商務中心 6樓。
2、 會議為期半天， 與會人員食宿及交通費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4月 20日

附件：
授權委託書

茲委託 先生 （女士） 代表本單位 （個人） 出席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二○一一年年度股東大會。

委託人 （簽名） ：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持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號：
受託人 （簽名） ： 受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

議案序號 議題 同意 反對 棄權
議案一 關於 201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議案二 關於 2011年度報告及其摘要的議案
議案三 關於 2011年度經審計財務報告的議案
議案四 關於 2011年度財務決算報告的議案
議案五 關於 2011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的議案

議案六 關於公司出售商業公司全部股權和融發公司出售其持有的龍崗國商
企業有限公司股權的議案

附注：

證券簡稱： 深 國 商、 深國商 B 證券代碼： 000056、 200056 公告編號： 2012-22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報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