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2017年末股本976080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红利0.70元（含税），拟支付2017年普通股股

利68325600.00元。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宁波建工 6017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长春 陈小辉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8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8号

电话 0574-87066873 0574-87066661

电子信箱 licc@jiangong.com.cn veichxh@163.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主业为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市政道路桥梁、园林绿化、城市轨

道交通的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筑幕墙的设计、施工及预拌商品混凝土、水泥预制构件等的生产、销售。2、

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多年来公司建筑主业形成了以“大市场、大业主、大项目”为主的目标市场经营策略及总

承包业务和专业分包业务相互配合的横向营销体系。公司通过成功实施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高、大、精、

尖” 项目，强化精品理念，提升品牌优势，进行品牌经营，巩固深耕宁波本地及周边市场，拓展外地市场，逐

步实现大区域发展。生产经营方面，通常情况下在公司工程项目中标签约之后，在公司各级职能管理部门管

控、指导和支持下，由各子、分公司成立工程项目部负责具体项目履约过程中各项事务（合约、成本、进度、

技术、质量、安全等）的策划、实施、管理与综合协调，完成各项工程任务。3、行业情况建筑业是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目前，随着国内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增速放缓，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逐步改变，

国民经济步入了新常态，城镇化也进入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时期，宏观环境的变化对身入

其中的建筑业企业提供了新的业务机会， 同时也提出了转型升级的新要求。2017年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

值5.5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3%，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7661亿元，增

长9.7%。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41238亿元，比上年增长7.0%。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来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变动情况如下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3,914,818,009.68 13,033,719,613.47 6.76 12,229,840,391.01 12,229,840,391.01

营业收入 14,746,271,174.48 13,695,796,802.68 7.67 13,276,230,505.00 13,276,230,505.00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213,929,328.80 195,386,531.53 9.49 191,004,899.58 191,004,899.5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167,400,670.35 167,215,126.37 0.11 164,939,469.59 164,939,469.59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2,584,898,349.76 2,441,819,394.69 5.86 2,300,556,218.30 2,300,556,218.30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484,775,465.48 399,599,576.88 21.32 158,446,288.54 158,446,288.54

基本每股

收 益

（ 元／

股）

0.2192 0.2002 9.49 0.1957 0.3914

稀释每股

收 益

（ 元／

股）

0.2192 0.2002 9.49 0.1957 0.3914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8.51 8.15

增加

0.36个

百分点

8.41 8.41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295,338,056.55 3,290,055,120.48 3,147,055,867.47 5,013,822,12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2,531,294.34 46,738,445.89 41,935,689.27 72,723,89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7,057,710.58 29,716,075.06 36,980,520.67 53,646,36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6,726,838.72 455,427,291.14 47,341,062.01 658,733,951.0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7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3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0 383,100,000 39.25 0 质押 294,56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王一丁 -5,600,000 18,864,000 1.93 0 质押 8,000,000

境内自

然人

孟文华 0 6,128,868 0.6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徐文卫 0 6,000,000 0.61 0 质押 6,000,000

境内自

然人

翁海勇 310,000 5,970,000 0.6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潘信强 730,880 5,802,522 0.5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吴广宇 4,460,000 4,460,000 0.46 0 未知 未知

陈建国 -100,000 4,400,000 0.45 0 质押 3,000,000

境内自

然人

钟山 1,816,100 4,066,100 0.42 0 未知 未知

乌家瑜 0 4,000,400 0.4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徐文卫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孟文华、潘

信强、王一丁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建国、翁海勇

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39.15亿元，同比增长6.76%,所有者权益27.18亿元，同比增长6.51%。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147.46亿元，同比增长7.67%；实现净利润2.18亿元，同比增长6.2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2.14亿元，同比增长9.49%。

报告期公司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重点做好促改革、调结构、添动力、控风险。坚持以提高企业发

展质量效益为中心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快管理模式升级、强化内控建设。紧跟市场步伐深入贯彻“进行品

牌经营，巩固本地市场，深耕外地市场，实现大区域发展” 的拓展思路，公司大市场、大业主、大项目的市场

策略和总承包专业分包营销体系逐步确立，外地拓展取得较好成绩，业务结构进一步获得优化，公司下辖房

建、市政、装修、建材几大业务平台管控结构更为科学合理、拓展能力进一步加强。

2017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全年承接业务量227.36亿元，同比增长23.53%，其中承接房建施工业务107.08

亿元、市政园林业务81.31亿元、装饰装修业务7.78亿元、安装工程业务15.09亿元、钢结构3.15亿元、勘察设计

1.41亿元，建筑工业化3.99亿元，桩基及其他7.55亿元。报告期，公司承接了宁波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绕城

高速至岳林东路南）施工Ⅲ标段、Ⅴ标段、简阳市东城新区雄州大道提质改造工程 BLT+EPC�项目、蒲江县

西河河滨景观建设项目投资（BLT）+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南昌七里滨江勘察、设计、采购、施

工总承包（EPC）项目仙居县经济开发区工艺小微园及 配套建设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工

程、宁波南山路（老波导-甬临线）道路改造工程等一系列预期较好的重大项目，其中简阳市东城新区雄州

大道提质改造工程 BLT+EPC项目等多个项目为公司市政业务在外省的重大拓展，为公司市政园林业务走

出去战略奠定了项目基础。报告期公司深化品牌营销战略，继续深耕国内知名大房企市场，寻求长期稳定合

作的大客户，目前已与万科、中海、招商、华润、恒大、碧桂园、港中旅等20余家品牌房企建立合作关系。公司

建筑主业“走出去” 持续推进，2017年承接宁波本地业务138.47亿元，占比60.90%，宁波以外浙江省内业务

24.66亿元，占比10.85%，浙江省外项目64.23亿元，占比28.25%。

2017年建工工程集团承接业务100.13亿元，其中EPC业务承接增长迅速，全年承接6个EPC项目，总金额

9.64亿元（包括3个市政项目），比去年增长157%,成立了装修事业部并首次承接了装修专业工程。年度内实

现轨道交通领域业务的破局，承接了宁波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土建工程TJ5106标段。品牌房企合作方面取

得新进展，除继续与大型房企老客户绿城、中海、恒大、融创、万科和宋都合作外，安装单位新开拓了华润、美

的业务。工程管理创优夺杯取得新成绩，获评国家优质工程、中国安装之星、钱江杯省级优质工程等各级荣

誉多项，建筑产业化基地获“国家级装配式产业基地”认定。

宁波市政集团顺应建筑业发展新常态，致力于“深化改革、创新发展” ，全年新接业务77.08亿元，同比增

长139.34%，坚定实施“走出去”战略，全年承接省外业务30.12亿元，占比39.08%。经过多年积累和努力，报告

期市政集团成功晋升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资质等级和品牌形象大幅提升。同时，工程项目

创优夺杯成果丰硕，全年获得浙江省钱江杯、江苏省扬子杯、浙江省市政金奖、省优秀园林工程银奖、甬江

杯、市优秀园林工程金奖等各级工程奖多项。

建工建乐立足基础管理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全年承接业务41.59亿元，报告期完成了对全资子公司建乐

装潢的吸收合并，进一步整合了工程总承包、装饰装修的管理、技术、业务力量，做实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核

算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年度内相关项目获评国家优质工程、省钱江杯、市甬江杯、市结构优质奖等各级荣誉

多项。

广天构件积极应对供给侧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完成了增资扩股，骨干员工增资入股优化了持股结构，

增强了发展动力。在确保传统建材业务市场地位的同时，深度融入宁波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目前已成为国

内首家具备生产全系列地铁盾构管片的供应商。

报告期公司及子公司荣获“《财富》中国500强” 、“全国装饰百强企业” 、“全国幕墙百强企业” 、“全国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2017年度全国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 、“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 、

“中国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示范企业” 、“浙江省综合百强企业” 、“浙江省建筑业先进企业” 、“浙江省住宅

全装修产业链示范企业” 、“宁波市走出去先进企业” 、“宁波市制造业百强” 、“宁波市轨道交通立功竞赛

年度金质材料供应商”等多项荣誉。

2017年公司的技术研发及信息化工作取得新进展。公司获得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38项，获评省

级工法9项，主编参编行业标准2项。科研项目“超高层弧形外墙施工技术研究” 获得中国施工企业协会科学

技术奖创新成果二等奖。《建筑BIM技术在宁波城市展览馆工程中应用的技术研究》 被列为浙江省技术创

新协会重点项目。公司信息化系统深入对接各业务单元管理要求，进一步把OA、人力资源、ERP、微信移动

端企业办公、查询、管理平台的开发、应用实用化、标准化。重新设计开发了票据管理、收付款管理与成本报

表，将项目管理与票据管理、资金收支优化集成，建立整个项目管理的闭环流程管理。同时信息化助力技术

研发，从技术解决、成本要素管理、经营宣传等方面推进公司BIM的深入应用。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2、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

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

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3、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年度无影响

（2）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

营业外收入。

本年列示其他收益14,442,489.30元，比较数据不调整

（3）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

净利润” ，比较数据应相应调整。

本年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218,323,496.26元；列示终止经

营净利润734.83元； 上年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206,008,

509.94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513,887.33元。

（4）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收入” 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比较数据应相应调整。

本年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的金额为1,097,362.04元；上年重

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的金额为110,275.84元。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将实际控制的所有分、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合并范围具体情况参见公司年报财务报表

辅助“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中的披露。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文卫

日期：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2018-024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18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拟审议的《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

是对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合理预计，其交易情况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符合市场

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统计，公司2017年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为153,726,393.68元，占公

司年度营业收入总额的1.04%，占公司期末总资产的1.11%，少于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联交易预计数(15589万元)。

2017年1至12月，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接受劳务

宁波新日月酒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费 2,865,683.03 0.02

宁波新日月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建材物资 24,450.00 0.00

小计 2,890,133.03 0.02

提供劳务

宁波广天建昌房地产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15,295,073.03 0.10

海盐建昌房地产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37,555,091.38 0.25

宁波远望华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18,783,495.14 0.13

宁波远望华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67,396,416.81 0.46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10,216,293.05 0.07

小计 149,246,369.41 1.01

房屋出租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399,055.54 0.00

浙江广天建昌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出租 760,083.43 0.00

小计 1,159,138.97 0.00

房屋承租

宁波市民营企业贷款担保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 23,982.07 0.00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承租 406,770.20 0.00

小计 430,752.27 0.00

合 计 / 153,726,393.68 1.04

（三）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18年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名称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易

发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

接受劳务

宁波新日月酒店物业股

份有限公司

7,000,000.00 0.05 1,303,322.50 2,865,683.03 0.02

宁波新日月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

500,000.00 0.00 66,700.00 24,450.00 0.00

小计 7,500,000.00 0.05 1,370,022.50 2,890,133.03 0.02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宁波新日月酒店物业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0.00 8,275.00 0 0.00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浙江广天建昌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0.00 0 0 0.00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宁波广天建昌房地产有

限公司

10,000,000.00 0.07 0 15,295,073.03 0.10

海盐建昌房地产有限公

司

3,000,000.00 0.02 1,050,943.40 37,555,091.38 0.25

宁波远望华夏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120,000,000.00 0.81 0 18,783,495.14 0.13

宁波远望华夏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160,000,000.00 1.09 11,000,000.00 67,396,416.81 0.46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70,000,000.00 0.47 8,166,080.62 10,216,293.05 0.07

宁波美康盛达置业有限

公司

100,000,000.00 0.68 0 0 0.00

小计 463,000,000.00 3.14 20,217,024.02 149,246,369.41 1.01

房屋出租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00 0.00 0 399,055.54 0.00

宁波广天建昌房地产有

限公司

400,000.00 0.00 0 0 0.00

宁波新日月酒店物业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0.00 0.00 0 0 0.00

小计 1,500,000.00 0.01 0.00 399,055.54 0.00

房屋承租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0.00 0.01 0 406,770.20 0.00

合 计 473,800,000.00 3.22 21,595,321.52 152,942,328.18 1.0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单位：万元

序

号

其他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注册资

本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上年末

总资产

上年营

业收入

上年净

利润

1

浙江广天日月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15268 徐文卫

实业项目投资；楼寓物业管

理，房地产开发

1662926.

78

1494052.

33

4072.81

2

浙江广天建昌房

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一级

子公司）

12296 梅静乐

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

潢；建筑机械制造

211827.2

7

12262.09 -4788.37

3

宁波新日月酒店

物业股份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的参

股子公司

2100 王小荣

副食品销售、酒店管理、物业

服务、餐饮管理、停车服务

12916.44 30171.47 1003.08

4

宁波广天建昌房

地产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二级

子公司）

10000 周峰

房地产开发经营；代办房屋

产权证手续；室内外装潢

29911.64 4562.26 -532.90

5

海盐建昌房地产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二级

子公司）

800 周峰

房地产开发；室内装潢；小型

工程土建安装

23185.25 5249.81 -894.17

6

宁波远望华夏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二级

子公司）

5900.65

41

林辉

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业用地

及配套和生活设施用地开发

166214.1

5

1826.28 -2092.08

7

宁波远望华夏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三级

子公司）

1270

（美

元）

林辉

酒店管理；写字楼、公寓的建

设、经营

42147.26 0 -248.07

8

宁波美康盛达置

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二级

子公司）

2128 陈佐 房产开发销售 5916.14 0 -157.97

9

宁波新日月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控股股东

的联营企业）

1100 王小荣 劳务派遣、门卫、随身护卫 1397.45 1054.74 41.86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均具备完全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公司的独

立经营不会受到不利影响。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关联交易的定价基本原则为：（1）有政府规定价格的，依据该价格确定；（2）无政府定价的，按照

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标准确定；（3）若无适用的市场价格标准，则通过成本加税费的核算基础上由交易双

方协商一致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

高。相关交易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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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4月8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8年4月18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1名，现场出席11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2017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关于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208,099,

217.8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04,476,692.67元，减去已支付2016年普通股利68,325,600.00元，本次可供分

配给股东的利润为444,250,310.47元：减去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20,809,921.78元，本次可供分配给股东的

利润为423,440,388.69元。拟以2017年末股本976,080,00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红利0.70元（含税），应

付2017年普通股股利68,325,6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355,114,788.69元结转下年度。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关于公司2018年度银行贷款及授信担保总额相关事项的议案

结合银行授信额度管理惯例、公司2017年度接受的授信和直接申请的贷款及其他形式贷款情况，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宁波建工母公司安排申请授信额度（含直接申请贷

款及其他贷款形式）不超过58亿元人民币。其中贷款额度不超过33亿元，银行保函、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

等不超过25亿元。 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之间提供合计为人民币1,333,000万元担保额度，具

体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徐文卫、孟文华、潘信强、翁海勇、陈建国、陈贤华回

避了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政策的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治理，公司董事会拟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修订内容为加粗部分）

第七

十八

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

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中小投资

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

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

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

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有效的前提

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吴毅雄、童全康、艾永祥、沈成德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董事会提名徐文卫、孟文华、潘信强、翁海勇、陈建国、陈贤华、王善波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艾永祥、沈成德、梅晓

鹏、张叶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提请公司2017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累积投票选举。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18年5月11日以现场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

本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1、徐文卫先生

男，1966年9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清华大学水电系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籍贯江西

玉山，中共党员，1989年9月工作。现任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副会长，宁波市建筑业协会会长。

工作经历：水电十二局温州发电厂工程一队技术员；水电十二局水口施工项目经理部技术科长；水电十

二局升华工程公司技术科长、总工程师；宁波市建筑安装总公司质量技术处副处长；宁波市建筑安装集团总

公司质量技术处处长；宁波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宁波建工集团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宁波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2、孟文华先生

孟文华：男，1953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籍贯浙江诸暨，中共党员，1973年工作，现任浙江广天日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

国市政工程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常务理事、浙江

省市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宁波市建筑业协会副会长、宁波市市政行业协会副会长。

工作经历：宁波市政工程公司预制厂厂长，宁波市政工程公司一处处长兼书记，宁波市政工程公司副经

理，宁波市政工程公司经理，宁波市政工程总公司经理，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

3、潘信强先生

男，1952年2月出生，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籍贯浙江慈溪，中共党员，1969年6月工作。现任浙江广天日

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董事长。浙江省建

筑装饰协会副理事长，宁波市装饰协会会长。

工作经历：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工地工人、施工员；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处工号长、党总支委

员；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项目主任；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程处副处长、项目主任；宁

波市建筑安装总公司第三工程公司副经理；宁波建乐装饰装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宁波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宁波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4、翁海勇先生

男，1969年7月出生，高级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焊接工艺及设备本科、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籍

贯浙江宁波，中共党员，1991年7月工作，现任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工作经历：宁波市设备安装公司工程管理、技术员；宁波市建筑安装总公司设备安装公司项目经理；宁

波市建筑安装集团总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项目经理、管理二处处长、五工区主任、副经理；宁波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宁波建工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5、陈建国先生

男，1958年10月出生，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籍贯浙江宁波，中共党员，1976年6月工作，现任浙江广天

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经

理、党总支书记。浙江省安装协会副会长。

工作经历：宁波市设备安装公司二处电工、电工班长、电气施工员、施工队队长、副处长（主管生产经

营）；宁波市建筑安装总公司设备安装公司副经理、经理；宁波市建筑安装集团总公司设备安装公司经理；

宁波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设备安装分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宁波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建

工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经理。

6、陈贤华先生

男，1954年1月出生，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籍贯浙江鄞县，中共党员，1971年5月工作时间，现任浙江广

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冶金勘

察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要工作经历：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工地钢筋工、团支部委员，七二一工人大学学生；浙江杭州大

学数学系进修班学生；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处施工员、施工队副队长；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处副工

号长；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处施工管理、工号长；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处副处长；宁波市建筑安装

总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副经理；宁波市建筑安装总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经理；宁波市建筑安装集团总公司第一

分公司经理；宁波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第一分公司经理；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董事、宁波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经理。

7、王善波先生

男，1967年3月出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桥梁专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籍贯浙江宁波，中共

党员。现任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宁波市海曙区建筑业协会常务理事，海曙区段塘商会会长。

工作经历：宁波市政工程总公司一分公司项目经理，宁波市政工程总公司桥梁公司副经理，宁波市政工

程总公司一分公司副经理，宁波市政工程总公司二分公司副经理、经理，宁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公司副

经理，宁波市政公用局建设处副处长。

8、艾永祥先生

男，194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北京市第二建筑构件厂技术科科长，北京建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处副处长、处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2项。曾获建设部“十

五” 全国建设科技进步先进个人、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等

荣誉。

9、沈成德先生

男，1963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香溢融通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宁波市轻工业局处长，宁波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处长，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波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富邦精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夏幸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10、梅晓鹏先生

男，196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结构专业，高级经济师。现任清华校友总会年

级部主任、研究部主任。曾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秘书、润地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部副总经理、诚志股份

有限公司企划中心总经理、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人力资源总监，北京大秦兴宇电子有限公司总经

理、北京厚德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1、张叶艺先生

男，1957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高级经济师。现任宁波市企业家协会高级顾问、宁

波市高级经济师协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中国银行宁海县支行党组书记、行长，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副行长、

浙商银行宁波分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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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4月8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8年4月18日

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现场出席5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记名投

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17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规范运作，2017年度报告真实、公允地

反映了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208,099,

217.8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04,476,692.67元，减去已支付2016年普通股利68,325,600.00元，本次可供分

配给股东的利润为444,250,310.47元：减去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20,809,921.78元，本次可供分配给股东的

利润为423,440,388.69元。拟以2017年末股本976,080,00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红利0.70元（含税），应付

2017年普通股股利68,325,6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355,114,788.69元结转下年度。

本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关于公司2018年度银行贷款及授信担保总额相关事项的议案

结合银行授信额度管理惯例、公司2017年度接受的授信和直接申请的贷款及其他形式贷款情况，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宁波建工母公司安排申请授信额度（含直接申请贷

款及其他贷款形式）不超过58亿元人民币。其中贷款额度不超过33亿元，银行保函、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

等不超过25亿元。 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之间提供合计为人民币1,333,000万元担保额度，具

体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本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本议案关联监事卢祥康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作出相应会计政策变更。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政策的

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卢祥康、张子江、潘新

跃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的监事候选人，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张翔、仇通亮二人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需提请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进行累积

投票选举。

本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4月20日

附件：

股东代表的监事候选人简历：

卢祥康先生

男，1956年2月出生，高级经济师，大学学历，籍贯浙江宁波，中共党员，1976年12月工作，现任浙江广天

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工作经历：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程处政保科副科长、科长；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程处

党支部书记；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党委委员、组织处处长；宁波建筑安装总公司一公司党支部书记、副经

理；宁波建筑安装总公司保税区日月建设公司总经理、支部书记；宁波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经

理；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张子江先生

男，1962年9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籍贯浙江永康，中共党员，宁波冶金勘察设计研究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工作经历：冶金工业部宁波勘察研究院测绘院院长，冶金工业部宁波勘察研究院院长，宁波冶金勘察设

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新跃先生

男，1981年1月出生，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籍贯浙江慈溪，中共党员，2001年8月工作。现任宁波建工建

乐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工作经历：宁波建乐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技术员、项目管理；宁波建乐建筑装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宁

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建乐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程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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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年度银行贷款及

授信担保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之间提供合计为人

民币1,333,000万元担保（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内保外贷等）额度。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518,800,000.00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的规范性要求，结合公司管理实

际，经公司三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在2017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日的银行贷款及授信担保总额相关事项安排如下：

1、授信额度管理

结合银行授信额度管理惯例、公司2017年度接受的授信和直接申请的贷款及其他形式贷款情况，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宁波建工母公司安排申请授信额度（含直接申请贷

款及其他贷款形式）不超过58亿元人民币。其中贷款额度不超过33亿元，银行保函、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

等不超过25亿元。具体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2、控股股东担保总额事项

董事会拟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不超过54亿元的担

保，具体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3、贷款额度

2017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及子公司直接贷款最高时点余额不超过65

亿元，累计贷款发生总额不超过95亿元。具体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4、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事项

2017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额度，具体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1）对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60亿元的担保。

2）对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0亿元的担保。

3）对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7亿元的担保

4）对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7亿元的担保。

5）对宁波建工钢构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8000万元的担保。

6）对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兴物资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亿元的担保。

7）对宁波建工广天构件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000万元的担保。

8）对宁波广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000万元的担保。

9）对宁波甬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担保。

10）对宁波东兴沥青制品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5亿元的担保。

11)对宁波新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5亿元的担保。

12）对宁波胜意建设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的担保。

13）对巫溪县红宁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000,000元，公司持有100%股份，主要业务工程总承包，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设备及建筑周转材料租赁，钢结构件制作

安装。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5,343,150,788.9元，负债总额4,076,990,456.15元，净

资产1,266,160,332.75元， 资产负债率为76.3%。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135,384,493.13元， 净利润119,169,

987.53元。

2）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500,000.00元，公司持有95%股份，宁波建工全资

子公司宁波建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股份。主要业务：城市建设工程施工及其他建筑工程施工、园林工

程、公路工程环保工程施工。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4,057,683,968.47元，负债总额

3,363,391,800.41元，净资产694,292,168.06元，资产负债率为82.89%。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910,257,916.90

元，净利润49,624,880.48元。

3）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38,000,000.00元，公司持股100%，主要业务：房屋建筑工程、

室内装饰工程的施工。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2,617,388,709.85元，负债总额2,022,

977,129.99元，净资产594,411,579.86�元，资产负债率为77.29%。实现营业收入3,844,537,337.26元，净利润56,

266,695.24�元。

4）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3,645,000元，公司持有74.77%股份，主要业务：预拌商品混凝

土生产，水泥预制构件、钢结构件的加工、制作。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836,053,

289.76元，负债总额568,183,761.94元，净资产267,869,527.82元，资产负债率为67.96%。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92,852,291.13元，净利润24,408,869.97元。

5）宁波建工钢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5000万元，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主

要业务：钢结构、网架及配套板材的制作、安装、设计。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190,

074,973.40元，负债总额49,605,164.29元，净资产140,469,809.11元，资产负债率为26.10%。实现营业收入73,

203,486.44元，净利润-537,296.68�元。

6）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兴物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100%股份，主要业务：建筑材料、装潢材料、建筑机械设备、五金交电、机电设备等的批发、零售。截止

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167,060,566.50元，负债总额147,766,565.05元，净资产19,294,

001.45元，资产负债率为88.45%。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503,794,048.62�元，净利润3,393,083.38元。

7）宁波建工广天构件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其100%股份，主要业务：预拌混凝土、预应力管桩的生产；建筑构件、建筑装饰材料、水性涂料的批发、零售；

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127,102,188.98� 元，负债总额90,283,

537.09元，净资产36,818,651.89元，资产负债率为71.03%。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15,995,999.66元，净利润6,776,

767.88元。

8）宁波广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5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份，主要业务：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预应力管桩等。截止

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148,077,949.69元，负债总额113,267,551.18元，净资产34,810,

398.51元，资产负债率为76.49%。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8,897,171.81元，净利润1,419,943.52元。

9）宁波甬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1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100%股份，主要业务：市政工程、给排水工程、桥梁工程 、园林及绿化配套项目施工。截止2017年12

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242,935,397.89元，负债总额187,250,020.80元，净资产55,685,377.09元，资

产负债率为77.08%。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3,892,481.71元，净利润1,049,448.75元。

10）宁波东兴沥青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155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其100%股份，主要业务：沥青混凝土的制造、施工。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

额159,992,731.37元，负债总额121,339,452.10元，净资产38,653,279.27元，资产负债率为75.84%。2017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64,783,872.88元，净利润627,434.29元。

11）宁波新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其100%股份，主要业务：水泥制品及商品混泥土的生产、销售。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

后的资产总额352,402,108.74元，负债总额307,456,157.82，净资产44,945,950.92元，资产负债率为87.25%。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5,472,170.66元，净利润2,637,128.08元。

12)宁波胜意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该公司为项目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尚未开展经营，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000万元，持有其20%股份，宁波金建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认缴出资8000万元，持有其80%股份。主要业务：宁波南山路（老波导-甬临线）道路改造工程。

13)巫溪县红宁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736万元，该公司为项目公司，成立于2018年1

月，尚未开展经营，宁波金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9441.6万元，持有其60%股份，宁波市

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3147.2万元， 持有其20%股份， 重庆红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

3147.2万元，持有其20%股份。主要业务：巫溪县红池坝景区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古路互通至红池坝

快速道路工程一期）项目投资。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担保事项审议及办理程序规范，严格控制了担保风险，为公司及子公司

的生产经营起到了重要的支持。公司对2018年担保的预计符合公司的经营实际，同意将2018年担保情况的

预计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17年度公司发生的担保均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且各项担保行为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在对外担保风险上做到了严格控制，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独立董事同意

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继续向各子公司提供审批机构授权规定额度内的担保。在实际操作中，公司

必须严格按照对外担保的额度进行。

五、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上市主体外的担保总额为0元，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518,800,000.00元，占2017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92.68%，上述担保

无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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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修订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规定，做如下会计调整：

1、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2、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

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

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3、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会计调整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年度无影响

（2）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

营业外收入。

本年列示其他收益14,442,489.30元，比较数据不调整

（3）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

净利润” ，比较数据应相应调整。

本年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218,323,496.26元；列示终止经

营净利润734.83元；上年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206,008,

509.94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513,887.33元。

（4）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收入” 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比较数据应相应调整。

本年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的金额为1,097,362.04元；上年重

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的金额为110,275.84元。

三、董事会关于变更会计政策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政策的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政策的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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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修订《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如下：

条

款

修订前 修订后（修订内容为加粗部分）

第

七

十

八

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

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

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中小

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

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

八

十

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

各种方式和途径， 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

便利。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

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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