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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外大街2号 

万通新世界广场B座8层万通控股大会议室 

会议时间:2011年04月25日（星期一） 上午09:30 

主 持 人:冯仑董事长 

 

9:00   开始入场（董事、监事、股东代表签到） 

9:30   宣布大会开始并报告到会股东人数及所代表股权数 

9:35   大会开始 

1、审议公司 2010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 2010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 2010年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 2010年利润分配方案； 

5、审议继续计提万通公益基金的议案； 

6、审议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议案； 

7、其他需要股东大会讨论的问题。 

11:30  大会对以上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11:50  宣布表决结果,请见证律师发表律师意见 

12:00  宣布大会结束 



 

 

万通控股 2010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0 年度控股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万通地产201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5.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45.1%；实现净

利润4.14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50.6%；住宅业务继续巩固，围绕“滨海新区”

的战略，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仍完成全年销售目标；商用地产领域积极开拓，

按照既定战略加大商用物业投资力度，在展开商用物业布局方面走出坚实一步。 

 

基金业务取得突破，通过创新方式发起一只私募REIT,募集规模约5亿元，并

成功实现公司存量资产（万通商城）的退出；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创立募集规模

约4亿元的中城万利基金，占30%权益；作为GP参与美国黑狮基金，首期募集规

模约200万美元；成立基金管理平台 – 北京万通守正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业地产方面，确定了新的业务战略。万通新创与TCL集团于2010年7月召

开新闻发布会，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开拓工业地产领域，并以无锡数码为起

点，加大合作深度和广度。覆盖中国华东、华南和华中三大区域的TCL其他资产

收购工作已经启动，为未来更大规模的扩张打好了基础。 

 



 

 

海外项目方面，中国中心于2010年8月18日迁入曼哈顿下城A级写字楼的世贸

中心七号楼33层，启动以市场和品牌推广为主的办公空间，5个月内接待260多人

次的商务参访，为建立公司品牌地位立下良好口碑。举办了中国中心早餐会、中

国360、为中国企业在美拓展做战略培训的“智道美国”系列研修项目，并与纽约

市经济发展局、美国德勤、中国企业家论坛、太美主体旅游、财富品质杂志、万

通地产等签订顾问及合作合同。1WTC工程前期作业开始，聘请日本建筑设计大

师隈研吾启动概念设计工程，并开始组建工程小组。 

 

公司建设方面，为更好的与公司业务相匹配，也为了更好的被市场了解，公

司正式更名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与投资公司业务相匹配，对于已投

资的产业板块和项目投资，采取不同于传统集团公司的管理模式，搭建了以资产

管理部为龙头的投资管理体系。继续加强企业文化与品牌建设，举办2010公司主

题年——“沟通年”系列活动，实施与公司更名配套的万通品牌增值计划，企业

电视台www.Vantoneonline.com上线，开创了对外传播企业经营理念，对内讲解企

业发展历程的平台——“龙山传习会”，成功举办了首届讲习会。 

 

公司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万通公益基金会2010年与多家公益组织合作实施

了多次公益活动，并参与发起建立了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公司治理方面，成功组织并召开09年度股东大会、3次临时股东大会，累计

共审议完成17项议案并形成决议，同时保证了会议召开程序合规、合法。2010

年组成了新一届董事会，为股东办理历年分红派息184项，包括法人股共107项，

自然人股共77项，完成股权转让及变更手续35项，为股东更换股权证手续15项，

成功组织并召开5次董事会会议，累计共审议完成40项议案并形成决议，其中14

项议案报请股东大会审议，并且全部获得通过；完成8项董事会传签决议；通报8

项工作完成情况；针对6项重要问题开展专题讨论；组织3次专家培训。全体董事

和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勤勉尽责，积极参加董事会工作，认真履行职责，使董事会

工作更加务实、有效。董事会严格遵守并执行《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按期召开董事会会议，准备充分、程序规范，并不断

加强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与反馈工作。 

 

2011年计划进一步推进各项业务发展，进一步深化控股公司对于子公司的资

产管理体系，强化财务管理，保证稳健的前提下，多种融资尝试，为新业务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 。进行股权的海外结构设计，为控股整体海外上市做准备。改变

目前资产组合的回报与风险集中于单一投资（地产）的现状，充分利用市场机遇，

开拓新的业务组合。通过合理的资产负债管理，在兼顾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政

策风险、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增加财务杠杆，从而确保控股股

东投资回报最大化。召开万通成立20华诞庆典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凝聚力、深

化文化传播以及扩大万通品牌的影响力。 

 

 

万通控股 2010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1、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0年度，公司监事会共召开2次会议,1次临时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 2010年4月27日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监事会200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议

案”等提案。 

2) 2010年7月6日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报了2010年度上半

年召开的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情况；选举马军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胡加方为

第七届监事会副监事长，并由监事长马军通报了关于对副监事长胡加方的日常工

作授权决定；监事会秘书处通报了正在进行的公司（含各子公司）高管年度履职

行为审计的相关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监事会秘书长”的议案。 

此次会议的另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对新一届监事会及秘书处的工作，以及如

何进一步加强监事会的监管力度、完善公司的内控机制等课题进行了研讨，与会

监事均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最后，会议对监事会及秘书处的团队建设工作、

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完善工作体系、改进工作方法、增加工作内容、提高工作



 

 

要求等形成一致意见。 

3) 2010年9月8日以传签方式通过了关于“第七届监事会监事报酬”的议案。 

2、内部监督工作情况 

根据公司监事会年度工作安排，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年度开展了如下

具体工作： 

1) 按照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要求： 

 加强监事会秘书处团队建设，积极组织开展招聘工作，落实审计副经理职位

人选，搭建完整的审计团队； 

 参加北京市证监局举办的关于财政部、审计署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指引》的培训；参加北京辖区内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培训。通过培训，积极学习政府监管部门对公司内控及治理方面的相关要

求，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为监事会日后的相关监管工作做好充足准备； 

 通过编制公司监事会监管方案，梳理监管思路、逻辑，规划监管模式及内容，

整合监管资源，设计监管体系，最终完善公司监事会工作体系； 

 重新设计、编制公司重要业务及主要监管业务的审计方案、内容及程序等相

关报告模板，包括绩效管理、授权管理、预算管理、经济责任审计、内部控

制审计、履职行为审计等，以改进公司监事会工作方法、增加工作内容、提

高工作要求。 

2) 公司副监事长就监管体制及具体问题与公司总经理、有关高管和子公司高管

及部门经理进行过多次交流沟通。9月2日，副监事长与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就万通系统的内部监管工作展开讨论，即万通系统监管工作四人会议，并形

成会议纪要。年底也与公司股东方就万通系统的内部监管工作进行了沟通。

通过交流讨论，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沟通了情况也达成许多共识。 

3) 组织公司及上市公司审计部门全体人员多次开展业务研讨会，共同分析经济

责任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专项审计业务的思路及内容，固化审计方式

及程序，搭建科学、专业、高效的审计体系。 

4) 内部审计工作： 

 公司高管2009年度履职审计 监事会于本年度5-7月份，对公司高管2009年度

履职情况进行了审计，包括控股公司本部及各子公司共计5家单位，审计对



 

 

象共计14人，最终出具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计9份审计报告。报告中对各

公司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各项问题进行了客观描述，并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

议。针对审计结果，监事会下发了审计情况通报，就审计所发现的各项问题，

对公司经营层提出了整改要求，并给予较为明确、详细的整改意见和时间表。 

 离职审计 监事会本年度共计实施离职审计业务3次，包括：万通广场房地产

有限公司总经理、万通控股财务部经理、万通新创总经理等3位的离职审计

工作。 

 内部控制审计 监事会于11月中旬，协同上市公司审计部门开展内部控制专

项审计，审计范围包括上市公司本部、天竺新新家园项目、天津万通时尚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富铭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内容包括人力资源管理、销

售业务管理、全面预算管理、授权体系管理、资金业务管理、对外投资业务、

担保业务、关联交易业务及信息披露业务等重要控制循环；审计目标为了解

公司上述内控循环的设计及执行情况，发现薄弱环节并提出改进建议，以配

合上市公司明年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同时，设计、搭建审计部门对内

控审计业务的专业性程序及框架，形成公司审计体系的规范性操作指南。并

将该项审计工作成果与次年的高管履职审计相结合，以达到合理、高效利用

审计成果的目标。 

 公司经营层临时委托的其他监督、调查工作。 

 

二、监事会对2010年度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的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出席了各次股东大会，列席了董事会各次会议，并认真

审阅了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和董事会的有关报告。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决策程序合规、决策事项合法，未发现董事会成员在工作中

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股东大

会决议的情况进行了监督，认为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的有关制度及《公司

章程》进行规范运作，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证了公司的依

法运作。  

监事会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均能按照授权，认真履行职



 

 

责，严格遵守诚信原则，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行事，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

的行为，亦未发现滥用职权及损害本公司利益、本公司股东及员工权益的行为。  

2、公司的财务状况 

公司聘请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对201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1）京会兴审字第1-042号审计报告），监事会对

公司2009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的财务报告符合《企业会计

制度》和财务报表的编制要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客观、公正。 

2010年度，公司本部净利润23,533.21万元；公司合并会计报表中，利润总额

78,193.63万元，净利润20,754.54万元。 

 

三、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重点 

2011年度，监事会将在以往年度开展各项内部监督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不断总结、勇于实践和探索，适应公司发展战略、管理体制的新变化，进一步促

进形成科学、完备、有效的监督体系，起到“监察、威慑、教育、制衡、服务”

的作用，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除定期召开监事会会议外，通过列席董事会会议、

定期召开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经营情况汇报专题会议等形式，及时了解公司经营

战略决策及意图，实时掌握公司经营业务动态，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和发现问题的

敏锐度，为监事会秘书处的内部审计工作提供素材。 

内部审计具体工作方面，将形成年初的以人为对象的高管履职审计、年终的

以制度为对象的内部控制审计两条审计业务主线，期间兼顾各类举报调查、重大

事项审计、突发案件调查等专项审计业务及公司经营层临时委托的审计业务，其

中： 

1、以人为对象的高管履职审计将包括：个人行为审计、职务行为审计、工作绩

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离职离任审计、整改复查审计、满意度调查等既定内容。 

2、以制度为对象的内部控制审计将包括：企业文化、公司战略、治理结构、风

险预警、授权体系、投资融资、抵押担保、人力资源、计划预算、实物资产、工

程采购、行政办公、财务资金、信息系统等既定内容。 



 

 

万通控股 2010 年财务决算报告 

 

一、 2010 年末公司资产构成及各项财务指标 

 

母公司报表各项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数 年初数 增加额 增长率 

资产总计 346,433 318,669 27,764 8.71% 

其中：流动资产 134,173 117,574 16,599 14.12% 

负债总额 84,695 71,862 12,833 17.86% 

其中：流动负债 81,695 34,362 47,333 137.75% 

长期负债 3,000 37,500 -34,500 -92.00% 

股本总额 143,378 143,378 - - 

净资产 261,738 246,808 14,930 6.05% 

流动比率 1.64  3.42  -1.78  -52.00% 

资产负债率 24.45% 22.55% 1.90% 8.41% 

每股净资产 1.83  1.72  0.11  6.40% 

【备注：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每股净资产=净资产/股本总额】 

 

合并报表资产负债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数 年初数 增加额 增长率 

资产总计 1,385,169 1,128,975 256,194 22.69% 

流动资产 1,168,289 947,011 221,278 23.37% 

流动负债 606,686 448,662 158,024 35.22% 

长期负债 310,351 237,562 72,789 30.64% 

负债总额 917,037 686,224 230,813 33.64% 

股本总额 143,378 143,378 - - 

母公司权益 258,286 246,431 11,855 4.81% 

流动比率 1.93 2.11  -0.18  -8.78% 

资产负债率 66.20% 60.78% 5.42% 8.92% 

每股净资产 1.80 1.72 0.08  4.65% 

 

二、 总体经营情况 

 

                        母公司 2010 年度经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年份 2010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09 年 

主营业务收入 359,932 256,227 3,284 2,558 

主营业务成本 227,854 146,356 12,712 2,395 

其他业务利润 4,914 151 -131 914 

营业利润 31,705 28,224 -17,501 -5,556 



 

 

投资收益 38,061 19,041 43,736 26,020 

净利润 20,755 16,704 23,533 18,582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8.22% 6.96% 9.26% 7.73% 

 

本年度母公司预算净利润为 23,521 万元，实际完成 23,533 万元，超额完成

了 12 万元，比 2009 年度利润 18,582 万元增长了 26.64%。2010 年度净利润和预

算相比超额完成的项目主要有：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3,284 万元、投资收益增加

8,289 万、财务费用结余 361 万元、企业所得税结余 1,206 万元。 

 

三、 现金流量情况（母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现金流入 占流入总

额比例 

现金流出 占流出总

额比例 

净流量 

经营活动 26,151 22.52% 34,492 39.36% -8,341 

投资活动 46,955 40.44% 5,458 6.23% 41,497 

筹资活动 43,000 37.04% 47,689 54.42% -4,689 

合 计 116,106 100.00% 87,639 100.00% 28,467 

本年度公司现金净流量为 28,467 万元，平均每股现金净流量为 0.20 元。投

资活动现金流入为 46,955 万元，投资活动支付的现金主要为万通守正基金与中

城万利基金；筹资活动收到的现金为 43,000 万元，筹资活动支付的款项主要为

偿还北京银行及浦发银行贷款。 

 

四、 公司本部预算完成情况 

关键业绩指标项目 衡量标准 2010 年度实际 

公司净利润(万元) 23,521 23,533 

管理费用(万元) 4,948 5,141 

净资产收益率 >7% 9.26% 

资产负债率 <35% 24% 

【备注：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初净资产+年末净资产）/2】 



 

 

万通控股 2010 年利润分配方案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共 235,332,087.50 元，在

根据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23,533,208.75 元之后，2010 年度未分配利润

为 211,798,878.75 元； 2010 年初累计结余未分配利润 259,570,412.67 元，2010

年度根据董事会分红决议分配股利 86,026,500.00 元,  2010 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385,342,791.42 元 , 现提议按每股 0.07 元向股东分派红利

100,364,250.00 元，未分配利润余额 284,978,541.42 元结转下一年度。 

 

 

关于继续计提万通公益基金的议案 

 

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02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发起成立万通公益

基金会的决议，同时决定自 2007 年度至 2009 年度每年计提净利润的 0.5%—1％

作为对基金会的捐赠支出。 

根据公司公益战略的需要，并更好地履行企业公民义务，现提议自 2010 年

度起继续每年计提公益基金。具体计提方法为：自 2011 年起每年按照上一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计提万通公益基金，列入当年的营业外支出。公司董事会可

针对公益支出波动性的特点，结合当年的实际需要决定预借或预留计提额度。公

司可根据当年实际的支出金额进行核销或按年摊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议案 

 

鉴于近期公司部分股东发生股权转让，公司股东名册需要进行修改，具体转

让明细在此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