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大事记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
二〇一三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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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 年组织沿革
（一）集团总部组织机构（部门设置）图示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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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领导班子
１、集团董事会
董事长：王忠岩。
副董事长：范晓远、魏钢。
董事：王忠岩、范晓远、魏钢、马阳新、刘其美、张东卓。
董事会秘书：贾直
2、省政府派驻集团监事会
监事会主席：周春雷。
专职监事：程天阳、张建军、张世繁。
职工监事：高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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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团经理层
总经理：魏钢。
副总经理：李霄、孔令刚、冯吉恒。
总会计师：马俊。
总法律顾问：王润堃
４、集团党委、纪委
党委书记：范晓远。
党委副书记：王忠岩、张东卓。
党委委员：魏钢、马阳新、刘其美、孔令刚。
纪委书记：张东卓（兼）
。
纪委副书记：高显明。
纪委委员：贾直、王昕刚、解云芳。
５、集团工会
工会主席：张东卓（兼）。（2012 年 8 月 3 日任职，《关于辽
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结
果的请示的批复》
（辽企工会发[2012]41 号）
，杨栋同志不再担任
工会主席）
副主席：李仁杰(兼)。
6、集团团委
团委书记:林涛。
团委委员：王敏、蒋子杨、刘晓梅、李梦菲。
（三）集团总部各部门
１、机构设置
集团办公室。
集团人力资源部。
集团财务部。
集团投资与运营管理部。
集团审计部。
集团信息化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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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党群工作部。
２、各部门经理
集团办公室主任：贾直（兼）；副主任：李忠文（保留中层正职
待遇）
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李仁杰
集团财务部经理：陆正海；副经理：罗卫明、阮淑娟
集团投资与运营管理部经理：李军。
集团审计部经理：王润堃（兼）
集团信息化管理部经理：林涛
集团党群工作部部长：高显明
监察室主任：解云芳
３、各部门工作人员（不含在所属企业兼职人员）
集团办公室（5 人）
：贾直、李忠文、陈玲、王敏、江曼（2012 年1 月
调入）
。
集团人力资源部（2 人）：李仁杰、 孟青。
集团财务部（6 人）
：陆正海、阮书娟、许彦、王太宏、张裕、董明月。
集团企管部（3 人）：李军、于杰(2012 年 5 月离职）、高宁。
集团党工部（2 人）
：高显明、解云芳。
集团审计部（2 人）
：王润堃、王双华。
集团信息化管理部（３人）：林涛、袁松、蒋子杨。
司机（5 人）
：王健、方铁城、周波、刘承显、丁晓巍。

二、2012 年集团所属企业
截止 2012 年底，集团拥有全资、控股、参股，履行有效管
理，且正常经营的各级下属企业 11 家，主要有：辽宁时代万恒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沈阳万恒鸿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时代大厦有限公司、辽宁万恒假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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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大连雅都宾馆有限公司、辽宁时代制衣有限公司、辽
宁时代凤凰制衣有限公司、大连万恒物业有限公司、沈阳万恒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大连万恒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控股子公司，集团核
心企业。公司 1999 年成立；2000 年上市。公司总股本 18,020 万
股，集团持有 10038 万股，占 55.7%。参股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9.01%，为并列第一大股东；参股辽宁时代大厦有限公司
45.76%，为第二大股东；参股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 35%，
为第二大股东。2012 年股份公司营业收入 170356.97 万元，利润
总额 8238.83 万元
截至 2012 年底，股份公司资产总额 13.39 亿元，负债 7.39
亿元，所有者权益 6 亿元。
公司法定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7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忠岩。
2、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
资本 20,000 万元；集团占 65%，股份公司占 35%。主要投资开发
万恒·天籁湾项目。2012 年公司营业收入 6151 万元，利润总额
383 万元，净利润 405 万元。截止 201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49，
359 万元，负债 33，064 万元，所有者权益 16,295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镇前石村。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忠岩。
3、沈阳万恒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集团参股企业。注
册资本 240 万美元，其中：大连万恒房地产公司（万恒集团参股
企业）出资 120 万美元，占总股本 50％，大连时代鸿基房地产公
司出资 60 万美元，占总股本 25％，万恒（美国）公司出资 60 万
美元，占总股本 25％。经营范围：开发、建设和销售商品房，自
有房屋租赁；主要开发项目是“万恒·东方俪城”
，开发面积 55
万平方米。2012 年营业收入 5,053 万元，利润总额 391 万元，净
利润 291 万元。截止 201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15,195 万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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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 5,369 万元，所有者权益 9,826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 83 号（13 门）
公司法定代表人：魏钢。
4、辽宁时代大厦有限公司。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18,650 万元，其中：集团占 54.24%，股份公司占 45.76%。时代
大厦总建筑面积 45,756 平方米,公司拥有 35,140 平方米的产权，
约占 77%。2012 年营业收入 2,595 万元，利润总额 872 万元。截
止 201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35,226 万元，负债 6,152 万元，所
有者权益 29,074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7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忠岩。
5、辽宁万恒假日酒店有限公司。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
本 1,200 万元。主要经营万恒假日酒店，三星级，共有中、高档
客房 72 间，经营面积约 4,000 平方米。2012 年营业收入 384 万
元，利润总额－173 万元。截止 201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670 万
元，负债 914 万元，所有者权益－244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大连市中山区八一路 260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吉恒。
6、大连雅都宾馆有限公司。集团全资子公司，由集团委托
辽宁万恒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管理。注册资本 200 万元。主要经营
大连雅都宾馆，共有普通客房 50 间，写字间 28 间，经营面积约
3500 平方米。2012 年营业收入 134 万元，利润额－28 万元。截
止 201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79 万元，负债 250 万元，所有者权
益－171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 11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吉恒。
7、辽宁时代制衣有限公司。集团全资子公司，由集团委托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管理。注册资本 2,198 万元,职工约
800 人。2012 年销售收入 13,811 万元，利润总额－532 万元。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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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201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6,916 万元，负债 5,701 万元，所
有者权益 1，215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大连市金州区石河镇。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锡铭(2012 年 7 月份更改)。
8、辽宁时代凤凰制衣限公司。集团全资子公司，由集团委
托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管理。注册资本 432 万元；占地面
积 3520 平方米；职工约 227 人。2012 年销售收入 1874 万元，利
润 2 万元。截止 201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630 万元，负债 822
万元，所有者权益－192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沈阳市辽中县辽中镇北一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刘锡铭。
9、大连万恒物业有限公司。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2012 年营业收入 1207 万元，实现利润－137 万元。截止
201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272 万元，负债 118 万元，所有者权益
154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71 号。
10、沈阳万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资
本 200 万元，集团占 90%，主要管理沈阳东方俪城、万恒领域、
万恒院景三个住宅小区。2012 年营业收入 1418 万元，利润 16.18
万元。截止 2011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1,030 万元，负债 805 万
元，所有者权益 225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 146－8 号。
11、大连万恒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集团参股企业。注册资本
510 万元，其中：万恒集团占资 20%。现有出租车 60 台。2012 年
营业收入 328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09 万元，净利润 81 万元。
截止 201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693 万元，负债8 万元，所有者权益685
万元。
公司法定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政街 252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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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2 年集团大事记
【2012-01-12】
集团第四届经理人年会暨 2012 年新春酒会，在大连香格里
拉大酒店召开，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各所属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及
有关人员，集团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代表，集团总部全体工作人
员共 30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表彰了 2010-2011 年度集团先进
企业、优秀团队和优秀员工。
【2012-02-08】
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讨论通过了恒谊公
司对万恒集团债务的偿还方案；同意成立集团战略与投资委员
会、集团薪酬委员会、集团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集团法制建
设工作暂行规定》
【2012-02-13】
经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辽宁万恒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企业辽宁万恒财务代理有限公司登记注销。
【2012-03-07】
省国资委下发《关于同意转让辽宁恒谊对外贸易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的批复》
（辽国资【2012】26 号）
，同意集团出售恒谊进出
品公司所持有的庄河青堆子工厂资产，资产评估价值为 2859.71
万元，出售所得用于偿还恒谊公司所欠万恒集团债务。
【2012-03-14】
由省国资委副主任张东军为组长，监事会主席周春雷、业绩
考核处处长武琼、综合法规处处长高起儒以及监事会第五办事处
为成员的联络组，来集团检查指导工作。联络组对集团的工作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集团新项目培育、体制机制创新、内部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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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尝试激励机制等问题提出了希望。联络组一行还深入到股份
公司、莱茵海岸进行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
【2012-03-16】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发文（辽扶贫
[2012]2 号）表彰 114 个全省定点扶贫先进集体，时代万恒集团
被评为“省定点扶贫先进单位”。
【2012-03-19】
集团与辽宁盛融投资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合资组建
辽宁盛融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建设和销售位于沈阳浑南新区
全运北路南侧地块的项目。该项目是为了保证全运会文化场馆建
设资金需求，由省财政厅所属辽宁盛融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运作的
政府项目，项目占地 0.5 公顷，规划建筑面积 120 万平方米。由
时代万恒集团负责选派精干人员，组建项目管理团队，承担项目
的规划设计、工程营造、营销管理及物业配套等，在合作项目中，
主打万恒地产品牌。
这一合作，标志着集团在房地产调控的严峻形势下，成功迈
出了转变开发经营模式的关键一步，对于巩固万恒地产在沈城市
场的持续发展，将万恒地产打造成为全国知名品牌，意义重大。
【2012-03-19】
集团 2012 年第一次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原凤凰制衣
工作组转为集团经营班子的常设机构，履行经营班子的职能，负
责相关决策的落实。凤凰制衣工作组由李霄任组长，王润堃任副
组长，组员有：李军、李仁杰、陆正海、李忠文。
【2012-04-06】
集团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
１、会议审议通过了集团向辽宁盛融万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派出人选：委派魏钢、崔洪安进入董事会;推荐牟云龙为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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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人选，郭海龙为销售副总人选。同时将派出约 25 人的
团队。
２、会议审议决定与嘉汇教育集团合作办学。
３、会议审议同意沈阳万恒物业增资，由注册资本 200 万元
增至 500 万，以便争取一级物业管理资质。
４、会议审议通过了《集团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集团战
略与投资委员会议事规则》、《集团薪酬委员会议事规则》
。
【2012-04-09】
辽宁盛融万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辽宁友谊宾馆举行揭
牌仪式。省国资委副主任张东军等领导、集团董事长王忠岩、副
董事长兼总经理魏钢出席揭牌仪式。
【2012-04-16】
集团 2012 年第三次总经理办公会议通过了续聘集团总部中
层管理人员的决定：
1、聘任贾直兼任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李忠文为副主任。
2、聘任王润堃兼任集团审计部经理。
3、聘任李军为集团投资与运营管理部经理。
4、聘任李仁杰为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
5、聘任陆正海为集团财务部经理，罗卫明、阮书娟为副经理。
6、聘任林涛为集团信息化管理部经理。
聘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2012-05-28】
集团 2012 年度第九次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
《招待费管理暂行办法》。
【2012-06-14】
为盘活存量资产，缓解资金需求压力，经董事会研究决定，
拟将名下位于大连市普湾新区石河街道唐家村 5005 平米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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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土地使用证：普湾国用（2011）第 037 号）及 5937.5 平
地上建筑物（普湾单字第 201102754 号、201102714 号、201102715
号、201102716 号）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14 日，国
资委批复同意以评估价值 1096.67 万元进行挂牌转让。
【2012-06-14】
集团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三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
《集团所属劣势企业退出规划》，对外贸招商、外贸物业、假日
酒店及雅都宾馆等企业退出进行规划。董事长王忠岩强调，对于
劣势企业，要下定决心，该退出的要坚决退出；原则同意股份公
司收购时代、凤凰制衣及尼心可时装资产的意向方案。并成立领
导小组。
【2012-06-15】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管理
办法》正式施行。
【2012-06-19】
省国资委正式批复同意控股集团与辽宁盛融投资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和销售沈阳浑南新区全运
北路南侧地块的住宅项目，项目核准总占地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

注册资本为 2 亿元人民币，其中：辽宁盛融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1.8
亿元人民币，占 90%；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2000
万元，占 10%。（辽国资规划[2012]81 号）
【2012-07-15】
辽宁省荣誉公民、日本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田中
誉士夫等一行五人，来集团参观访问。先后参观了万恒假日酒店、
万恒天籁湾等。
【2012-07-20】
辽宁盛融万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盛融万恒·府城铭
邸项目举行奠基仪式。辽宁省国资委副主任张东军、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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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岩、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魏钢等领导出席奠基仪式。
【2012-07-23】
集团工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万恒假日酒店举行。应出席
大会的会员代表共 118 人，因事因病请假 18 人，实际到会代表
100 人，会议特邀集团所属企业主要领导、集团总部部门经理等
10 人参加会议。省总工会省（中）直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徐曙明
出席大会并做重要讲话。
大会选举产生了集团工会第二届委员会，并同时召开了二届
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了工会主席、副主席：
主席：张东卓。
副主席：李仁杰。
委员：于晓辉、王军、王世在、王润堃、冯涛、阮书娟、李
军、张宏伟、孟青。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润堃，委员王晖、郭玉靖。
女工委员会主任：孟青。
【2012-09-09】
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万恒.天籁湾索菲亚广场欧洲
商业街举行盛大启幕仪式。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张贵新、辽宁
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秦光健、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厅副厅长邸万兴、普湾新区管委会主任等省市领导莅临祝
贺。
【2012-09-10】
省国资委下发《关于同意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
资办学的批复》
（辽国资规划[2012]177 号），原则同意时代万恒
与大连嘉汇教育集团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合资兴办大连嘉汇
万恒中学，学校注册资本 4000 万元，股权比例为：时代万恒占
51%，嘉汇教育占 49%。嘉汇万恒中学建设总投资 10500 万元，其
中，新校舍建设投入 6000 万元，教堂设备购置 400 万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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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 4100 万元。原则同意时代万恒以假日酒店房屋和土地等实
物资产进行评估，嘉汇教育以其拥有的教育品牌、教学资源等无
形资产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以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为准。嘉
汇万恒中学成立后，出资购买上述资产。合资办学所需的学校建
设资金来源为合作双方出资的注册资本，不足部分由合资学校通
过融资方式解决。时代万恒履行出资人责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及国有资产收益。
【2012-09-15】
中朝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黄金坪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大
楼奠基仪式在朝鲜黄金坪举行。集团被确定为开发企业。
【2012-09-18】
集团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四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
了《集团物业产业未来战略调整方案》。主要方向是：万恒商厦
并入时代大厦经营管理，沈阳万恒物业并入沈阳万恒地产管理，
大连万恒物业并入大连莱茵海岸管理。
会议审议通过了《集团接收熊岳制衣工作方案》。原熊岳制
衣人员安置工作的深化和落实，继续由股份公司指派专人负责，
直至全部妥善安置完毕。人员安置费用由股份公司垫付，一并与
集团结算。集团成立小组。组长：孔令刚。成员：李军、李仁杰、
陆正海。
会议审议通过了《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
案》，同意按程序上报省国资委审批。
【2012-10-24】
集团在省委省政府开展的“信用辽宁”建设活动中，被辽宁
省人民政府授予“辽宁省诚信示范企业”称号。
（辽政发[2012]38）
【2012-11-8】
国资委批复同意我集团报送的《关于提请同意辽宁时代熊岳
制衣有限公司改制方案、整体产权在省级产权交易所挂牌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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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经评估与核准辽宁时代熊岳制衣有限公司资产总计 5767.52
万元，负债总计 3923.45 万元，净资产 1844.04 万元。确定整体
转让底价为 1844.04 万元，改制前的债权债务均由改制后企业承
继。
【2012-11-22】
美国迈阿密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鲍比.甘伯绍（Bobby
Gempesaw）博士及王爱民教授一行来我集团进行参观访问 。
【2012-12-11】
集团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五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
了黄金坪万恒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筹）董事会、经理层建议人选。
会议同意启动合作开发境外某国林业资源项目。
【2012-12-14】
省国资委批复同意我公司在黄金坪经济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黄金坪万恒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依据有
关法律独立运作，负责黄金坪经济区的土地开发相关业务。
【2012-12-27】
国资委批复同意将集团持有大连万恒物业 90%和辽宁万恒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大连物业 10%股权，协议转让给大连莱茵海岸
度假村有限公司，转让价格分别为 2614085.24 和 290453.92 元。
同意将集团持有的沈阳万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0%股权协议
转让给沈阳万恒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2.12.28—2013.1.25】
集团所属企业辽宁时代熊岳制衣有限公司以 1845 万元的净
资产价格，在大连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截止日为 2013 年 1 月
25 日，中冶（营口）上东新区投资有限公司摘牌。
【2012-12-29】
在沈阳友谊宾馆八号楼，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铁
石通过黄金坪管委会主任卢秉宇，向时代万恒集团颁发了《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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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开发事业权承认证书》。辽宁省副省长邴志刚，省政府副秘书
长陈淑珍，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刘文，黄金坪管委会副主任邢铭，
朝鲜平安北道副委员长洪吉男等出席发证仪式。

四、2012 年荣誉榜
一、省属企业 2012 年度内保（反恐）工作先进单位：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2012 年度内保反恐先进集体
辽宁时代大厦有限公司
三、2012 年度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四、2011 至 2012 年度“辽宁省企业先进党建研究会”和“辽
宁省企业先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五、大连市 2009－2012 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辽宁时代大厦有限公司
六、辽宁省定点扶贫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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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董事长

王忠岩

七、辽宁省“巾帼建功标兵”
李仁杰
八、2012 年度省国资委系统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王玲（股份公司）

杨继文（假日酒店）

九、2012 年度省国资委系统内保反恐先进个人
孙德义（时代大厦）
、郭树栋（大连物业）
、张宏伟（沈阳地
产）
十、省国资委系统 2012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李忠文
十一、辽宁省企业党建研究会先进工作者
冯涛（时代制衣）
十二、辽宁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先进工作者
郝春光（时代大厦）
十三、大连市 2009－2012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
李忠文
十四、大连市公安局内保支队 2012 年先进个人
李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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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 2012 年大事记
【2012-01-06】
召开公司 2011 年年会，马阳新总经理代表经营班子做了 2011
年工作报告和 2012 年工作安排。会议表彰了在 2011 年公司各项
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员工和贡献突出的集体。
【2012-02-28】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玲被辽宁省国资委授予“2011 年度省
属企业信访稳定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2-03-07】
2012 年第二次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根据欧洲事业部业务发
展需要，成立欧洲事业部第四业务部，由欧洲事业部总经理郝向
群兼任该部门经理。
【201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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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辽宁省省国资委副主任张东军为组长，监事会主席周春
雷、业绩考核处处长武琼、综合法规处处长高起儒以及监事会第
五办事处为成员的联络组，来公司检查指导工作。
【2012-03-27】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关于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本公积金金额为 233,756,880.01 元。
公司拟以总股本 106,000,000 股为基数，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赠 7 股，总计转赠 74,200,000 股，
转 赠 后 的 总 股 本 为 180,200,000 股 ， 资 本 公 积 金 余 额 为
159,556,880.01 元。
【2012-03-30】
公司董、监事会议。
1、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3、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基本每股收益 0.14
元，稀释每股收益 0.14 元，基本每股收益(扣除)0.1 元，每股净
资产 4.76 元，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858%，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2.9%；营业收入 1650002222.00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4415559.42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080556.14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04401508.74 元；
4、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2011 年度审计费
用的议案；
5、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财务预算方案；
6、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郝向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8、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向银行申请总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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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9、审议通过关于为辽宁时代集团熊岳印染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10、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股东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与辽宁时代制衣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
协议》的议案；
12、审议通过关于与辽宁时代集团凤凰制衣有限公司签订
《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13、审议通过关于与辽宁时代熊岳制衣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14、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存货跌值准备的议案；
1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等。
【2012-04-06】
公司工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工会第二届委
员会委员和工会主席、副主席，选举产生了工会第二届经费审查
委员会委员和女职工委员。王玲、王力、王军、王昕、张红、张
丽华、金红、赵洪毅、曹健等 9 名同志当选公司第二届工会委员
会委员；王玲同志当选工会主席，张红、王军同志当选工会副主
席；曹健同志当选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张丽华同志当选女职工
委员会委员。
【2012-04-20】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2011 年年度报告及报
告摘要》等事项。
【2012-04-23】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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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报告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2 年第一季报：基本每股收益-0.04 元，稀释每股收益
-0.04 元，基本每股收益(扣除)-0.04 元，每股净资产 4.72 元，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0.8048%，加权净资产收益率-0.8%；营业收
入 181785873.47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4026678.85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4011618.22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500359773.73 元。
【2012-05-02】
2011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每 10 股转增 7 股。实
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180,200,000 股摊薄计算的 2011 年
度每股收益为 0.080 元。
【2012-05-05】
公司办公电话系统升级改造，总机号码由 82798001 变更为
82357777，同时对内线号码进行重新调整。
【2012-05-11】
2012 年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2012-05-16】
副总经理刘锡铭陪同美国迈阿密大学商学院学生访问团师
生一行 14 人，对公司及所属时代万恒（辽宁）民族贸易公司进
行参观考察。
【2012-08-24】
2012 年第四次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聘任何川为欧洲事业部
第三业务部副经理；聘任李扬扬为欧洲事业部第四业务部副经
理。
【2012-08-31】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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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布 2012 年半年报：基本每股收益 0.0117 元，稀释每
股收益 0.0117 元，基本每股收益(扣除)0.0115 元，每股净资产
2.8111 元，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4151%，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0.42%；
营 业 收 入 587309505.26 元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净 利 润
2102496.45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080854.60 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06558742.57 元。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原
证券事务代表马雨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证券事务代表及董事会
办公室主任职务，经董事长王忠岩先生提名，聘任李涛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兼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12-09-17】
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股东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向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提
供担保议案，担保期限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为期一年。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2-10-31】
公布 2012 年第三季报：基本每股收益 0.0577 元，稀释每股
收益 0.0577 元，基本每股收益(扣除)0.0572 元，每股净资产
2.8573 元，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0195%，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2.04%；
营 业 收 入 1086526828.89 元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净 利 润
10398330.65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316321.39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14885289.79 元。
【2012-12-05】
同意为时代万恒(香港)民族有限公司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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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 300 万美元流动资金贷款及 400 万美元出口融资提供
担保，担保期限为五年。
【2012-12-1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将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
构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国富浩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聘期一年。
【2012-12-21】
2012 年第七次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进口事
业部的决定（草案）》。
【2012-12-28】
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莱茵海岸 2012 年公司大事记
【2012-01-08】
召开“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 2011 年工作报告暨 2012
年新春酒会”
【2012-03】
正式启用新“万恒·天籁湾”LOGO
【2012-03-22】
取得《关于 B2B3 住宅楼门牌号码的批复》
【2012-03-22】
参加大连春季房展会
【2012-03-23】
取得渔人码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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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7】
取得《金州新区工程建设人防结建审批表》
【2012-03-31】
取得渔人码头“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
【2012-04-20】
参加金州房展会
【2012-05-22】
取得《关于 A3#、A4#建筑门牌号批复》
【2012-06-15】
全面开展实行全员营销《大富翁奖励计划》
【2012-09-9】
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二期工程欧洲商业街索菲亚广场”
魅力金渤海·璀璨天籁湾“盛大启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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