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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2019年4月9日以专人及传真、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于2019年4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泽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相关章节。

公司独立董事潘峰先生、王安建先生、张洪发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2018年度股

东大会上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19年4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总经理黄世春先生向董事会作了2018年度工作报告， 报告内容涉及2018年度工作总结及2019年工作计

划。

3.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6,925.60万元，同比增长2.11%，营业成本152,797.00万元，同比增长1.49%，实现营

业利润7,659.72万元，同比增长13.88%，实现净利润4,800.78万元，同比增长52.46%，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628.29万元，同比增长47.31%，少数股东损益172.49万元。2019年公司计划不含税销售收入20亿元，公司将进

一步提高财务运行效率，继续通过降本增效求效益，调结构促转型，优化融资结构，控制融资成本，强化财务管理，

加强风险管控等举措，提升财务业绩。本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投资者对此应保持足够的

风险意识，并且应当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经营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

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崇义章

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2019年4月23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详见2019年4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独立董事对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9年4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 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详见2019年4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282,854.04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76,497,559.89元，2018年度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17,880,225.13元，2017年度现金分红18,483,348.72元，2018年末未分

配利润为286,416,840.08元。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178,802,251.26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911,312,703.36元，2018

年度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17,880,225.13元，2017年度现金分红18,483,348.72元，2018年末未分配利润为1,053,751,

380.77元。

公司拟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24,167,4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0.20元（含税），本次共

派发现金红利18,483,348.72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送股、不转增。若在公司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

变化，公司将根据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该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提议，该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中关于分红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2019年4月2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年4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8年年

度报告摘要》详见2019年4月23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提议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为人民币70万元

/年。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

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9年4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会计政策中“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款项” 内容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9年4月23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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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1），其中对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事项披露如下：

7.�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282,854.04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76,497,559.89元，2018年度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17,880,225.13元，2017年度现金分红18,483,348.72元，2018年末未分

配利润为286,416,840.08元。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178,802,251.26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911,312,703.36元，2018

年度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17,880,225.13元，2017年度现金分红18,483,348.72元，2018年末未分配利润为1,053,751,

380.77元。

公司拟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24,167,4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0.20元（含税），本次共

派发现金红利18,483,348.72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送股、不转增。公司在报告期结束

后、分配方案披露前，总股本未发生变动。若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2018�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仍以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924,167,436股为基数，提醒投资者注意。

该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提议，该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中关于分红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2019年4月2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为避免表述引发歧义，公司对上述议案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补充前：

公司拟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24,167,4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0.20元（含税），本次共

派发现金红利18,483,348.72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送股、不转增。公司在报告期结束

后、分配方案披露前，总股本未发生变动。若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2018�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仍以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924,167,436股为基数，提醒投资者注意。

补充后：

公司拟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24,167,4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0.20元（含税），本次共

派发现金红利18,483,348.72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送股、不转增。若在公司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

变化，公司将根据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除上述补充事项外，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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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2019年4月22日以专人及传真、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于2019年4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

议的董事共8名，实际参会董事8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泽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经总经理黄世春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提请聘任陈邦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分

管生产、安全环保、机电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9年4月27

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提名陈邦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补选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仍为9名，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9年4月27

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津贴调整的议案》。

结合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情况及各位董事、监事履职及考核情况，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拟调增公

司董事、监事的薪酬津贴，逐项审议如下议案：

3.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董事长黄泽兰先生薪酬调整为100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关联董事黄泽兰先生、黄世春先生回避表决。

3.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黄世春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董事黄世春先生薪酬调整为70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关联董事黄世春先生、黄泽兰先生回避表决。

3.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范迪曜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董事范迪曜先生薪酬调整为63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关联董事范迪曜先生回避表决。

3.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刘佶女士薪酬调整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董事刘佶女士薪酬调整为54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关联董事刘佶女士回避表决。

3.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王平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董事王平先生津贴调整为16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关联董事王平先生回避表决。

3.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潘峰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独立董事潘峰先生津贴调整为16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关联董事潘峰先生回避表决。

3.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王安建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独立董事王安建先生津贴调整为16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关联董事王安建先生回避表决。

3.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洪发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独立董事张洪发先生津贴调整为16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关联董事张洪发先生回避表决。

3.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张宗伟先生、刘军先生、谢海根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监事张宗伟先生薪酬调整为41万元/年，监事刘军先生薪酬调整为26万元

/年，监事谢海根先生薪酬调整为26万元/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9年4月27

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述议案3子议案都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结合公司2018年度经营情况、2018年度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及各位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 经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拟调增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公司副总经理黄文先生、石雨生先生、赖昌洪先

生、殷磊先生、陈邦明先生薪酬均调整为54万元/年。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2019年4月27

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19年4月27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附件：

陈邦明简历

陈邦明，男，出生于1969年9月，中国国籍，毕业于南昌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1990年9月至

1997年12月就职于崇义冶金化工厂，历任车间主任，生产部经理，副厂长；1996年12月至2012年2月就职于崇义章源

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冶炼厂厂长、合金厂厂长、生产部经理、品管部经理、安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12年2月

至2015年4月就职于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任生产副总经理；2015年4月至2019年3月就职于崇义恒毅陶瓷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2019年3月入职崇义章源钨业有限公司。

陈邦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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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至2019年5月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5月24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下午 15:00� 至 2019年5

月24日下午 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7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

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县城塔下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多媒体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内容

1．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5．审议《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6．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8．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津贴调整的议案》；

9.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9.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黄世春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9.3�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范迪曜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9.4�审议《关于公司董事刘佶女士薪酬调整的议案》；

9.5�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王平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9.6�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潘峰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9.7�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王安建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9.8�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洪发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9.9�审议《关于公司监事张宗伟先生、刘军先生、谢海根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10．审议《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1．审议《关于2019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3．审议《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议案1至议案11及议案13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上述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

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二）议案的披露情况

议案1及议案3至议案8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议案9、议案13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0至议案12已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29日、4月23日及4月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

（三）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2018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5.00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6.00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

8.00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津贴调整的议案》

（本议案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9

9.01 《关于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

9.02 《关于公司董事黄世春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

9.03 《关于公司董事范迪曜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

9.04 《关于公司董事刘佶女士薪酬调整的议案》 √

9.05 《关于公司董事王平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

9.06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潘峰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

9.07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王安建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

9.08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洪发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

9.09 《关于公司监事张宗伟先生、刘军先生、谢海根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

10.00 《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1.00 《关于2019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13为等额选举

13.00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1人

13.01 非独立董事陈邦明先生 √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证券账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3）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授权委托书见

附件1）

（4）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需在2019年5月24日上午 12�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5月24日8:00-12:00。

3．登记地点：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县城塔下

联 系 人：张翠 刘敏

电 话：0797-3813839

传 真：0797-3813839

邮 箱：info@zy-tungsten.com

5．会议费用：与会人员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6．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2。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致：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9年5月24日召开的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请在选定的意见栏内打“〇” 。只能选择一种

意见，多选择或不选都视为无效。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5.00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6.00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

8.00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津贴调整的议案》

（本议案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9

9.01 《关于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

9.02 《关于公司董事黄世春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

9.03 《关于公司董事范迪曜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

9.04 《关于公司董事刘佶女士薪酬调整的议案》 √

9.05 《关于公司董事王平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

9.06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潘峰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

9.07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王安建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

9.08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洪发先生津贴调整的议案》 √

9.09 《关于公司监事张宗伟先生、刘军先生、谢海根先生薪酬调整的议案》 √

10.00 《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1.00 《关于2019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3.00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1人

13.01 非独立董事陈邦明先生 √

（注：委托授权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78” ，投票简称为“章源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

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

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1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

股东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19年5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下午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储民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光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84,225,178.41 829,862,943.66 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04,167.60 46,619,711.24 -4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9,764,874.20 44,876,942.70 -55.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0,480,603.82 -39,376,455.21 507.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7 -6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7 -6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2.05% -0.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93,371,451.99 3,917,905,218.44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42,202,017.04 2,327,874,670.86 0.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393,830.51 主要系政府补助及递延收益摊销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088.60 主要系报废或处置固定资产的损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86,625.71

合计 4,939,293.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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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6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文 境内自然人 54.04% 219,557,308 164,667,981 质押 123,340,000

郭艺群 境内自然人 4.34% 17,631,000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7% 8,398,000

上海翼鹏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8,175,222

卜海山 境内自然人 1.11% 4,510,900

周武 境内自然人 1.09% 4,418,551 3,313,913

深圳市蓝熙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稳赢

价值6号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0.82% 3,341,996

吴滨 境内自然人 0.82% 3,335,798

何忠孝 境内自然人 0.79% 3,202,050

彭良云 境内自然人 0.61% 2,465,000 质押 2,465,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周文 54,889,327 人民币普通股 54,889,327

郭艺群 17,6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31,000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98,000

上海翼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8,175,222 人民币普通股 8,175,222

卜海山 4,510,900 人民币普通股 4,510,900

深圳市蓝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稳赢价值

6号私募投资基金

3,341,996 人民币普通股 3,341,996

吴滨 3,335,798 人民币普通股 3,335,798

何忠孝 3,202,050 人民币普通股 3,202,050

彭良云 2,4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5,000

陈雨 1,928,556 人民币普通股 1,928,5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周文、周武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东，其中周文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郭艺群为夫妻关系，周文、周武为兄弟关

系，周武是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管。周文是上海翼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未知公司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预付账款本期末余额人民币7,063.17万元，增加人民币1,836.28万元，增幅35.13%，主要系预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本期末余额1,198.28万元，增加人民币434.74万元，增幅56.94%，主要系往来款增加所致。

3.预收账款本期末余额人民币2,494.13万元，增加人民币1,514.95万元，增幅154.72%，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末余额人民币1,033.68万元，减少人民币651.95万元，降幅38.68%，主要系支付年终奖金所致。

5.应交税费本期末余额人民币3,118.15万元，增加人民币803.64万元，增幅34.72%，主要原因系销项税增加所致。

6.应付利息本期末余额人民币93.25万元，减少人民币138.42万元，降幅59.75%，主要系系支付银行贷款利息所致。

7.税金及附加较上期增加人民币504.62万元，增幅311.69%，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附加税增加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增加人民币35.92万元，增幅52.87%，主要系上期转回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9.其他收益较上期增加人民币269.66万元，增幅318.74%，主要系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项目本期增加所致。

10.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人民币174.79万元，增幅137.52%，主要系本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1.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人民币12.34万元，增幅1016.29%，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清理损失增加所致。

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期减少人民币2191.55万元，降幅47.01%，主要系本期原材料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及本期研发投

入增加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人民币19,985.71万元，增幅507.55%，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人民币2,914.75万元，增幅75.14%，主要系本期购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人民币28,500.57万元，降幅358.56%，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2月2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文

2019年4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吴新华 董事 公务 姚永嘉

胡煜 董事 公务 姚永嘉

张柱庭 独立董事 公务 林辉

1.3公司负责人顾德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悉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卓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0,278,594,838 48,162,728,833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865,228,137 26,137,197,732 6.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6,162,773 1,204,204,675 18.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62,097,802 2,822,575,100 -1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4,435,704 1,017,133,454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3,902,573 1,017,764,735 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5 4.16 减少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53 0.2019 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791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67,221 本报告期确认的宁常高速建设补偿金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887,324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38,420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3,056 -

所得税影响额 -258,729 -

合计 533,131 -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48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2,742,578,825 54.44 0 无 - 国有法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89,059,077 11.69 0 无 - 国有法人

BlackRock,�Inc. 146,504,474 2.91 0 未知 - 境外法人

Commonwealth�Bank�of�Australia 122,154,971 2.42 0 未知 - 境外法人

JPMorgan�Chase�&�Co. 116,098,393 2.30 0 未知 - 境外法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852,075 1.33 0 未知 - 其他

Citygroup���Inc. 61,432,721 1.22 0 未知 - 境外法人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410,000 0.42 0 未知 -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能源基

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635,981 0.27 0 未知 - 其他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

洋人寿股票红利型产品（寿自营）委托投资（长

江养老）

12,616,416 0.25 0 未知 -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2,742,578,825 人民币普通股 2,742,578,825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89,059,077 人民币普通股 589,059,077

BlackRock,�Inc. 146,504,474 境外上市外资股 146,504,474

Commonwealth�Bank�of�Australia 122,154,971 境外上市外资股 122,154,971

JPMorgan�Chase�&�Co. 116,098,393 境外上市外资股 116,098,39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852,075 人民币普通股 66,852,075

Citygroup���Inc. 61,432,721 境外上市外资股 61,432,721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4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1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3,635,981 人民币普通股 13,635,98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红利型

产品（寿自营）委托投资（长江养老）

12,616,416 人民币普通股 12,616,4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2）报告期内，没有发生

本公司关联方、战略投资者和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而成为本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情况；及

（3）H股股东的股份数目乃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而备存的登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业务进展情况

本报告期，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 ）各项业务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人民币2,362，098千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约16.31%。

其中：

（1）主营收费公路业务实现道路通行费收入约人民币1,859,844千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约8.07%。本报告期内，沪宁高速公路实现日均收

费额约人民币13,744.39千元，同比增长约5.53%。

2019年1－3月份各路桥项目日均车流量及日均收费额数据

路桥项目

日均车流量（辆/日） 日均收费额（人民币千元/日）

1-3月份 去年同期 增减% 1-3月份 去年同期 增减%

沪宁高速公路 110573 97970 12.86 13,744.39 13,024.33 5.53

宁常高速公路 46042 46092 -0.11 2,622.29 2,285.87 14.72

镇溧高速公路 15594 13675 14.03 678.67 656.62 3.36

广靖高速公路 78448 70768 10.85 889.54 736.86 20.72

锡澄高速公路 84180 78299 7.51 1,645.59 1,483.51 10.93

锡宜高速公路 22091 20207 9.33 812.92 775.18 4.87

镇丹高速公路 14665 - - 176.38 - -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 97728 87781 11.33 3,333.95 2,909.45 14.59

苏嘉杭高速公路 68110 63132 7.89 3,529.04 2,989.49 18.05

无锡环太湖公路 8407 8082 4.02 87.18 80.69 8.04

常嘉高速公路 17541 14474 21.19 317.48 375.04 -15.35

（2）实现配套业务收入约人民币304,826千元，比去年同期减少约12.74%；其中，油品收入约人民币247,125千元，同比下降约14.66%；租

赁收入约人民币50,002千元，同比增加约46.3%。油品销量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按照环保要求服务区实行双层油罐改造，但本报告期公司

油品业务和服务区租赁业务毛利率同比均有所上升，带动配套服务业务毛利率同比上升约1.92个百分点。

（3）地产业务由于本报告期无新交付项目，结转规模小于上年同期，地产业务确认经营收入约人民币188,439千元，同比减少约74.44%。

（4）由于报告期广告业务处于整合移交阶段，部分合同正在商谈，广告等其他业务共实现收入约人民币8,989千元，同比减少约40.99%。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报告期本集团实现营业利润约人民币1,369,333千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1,034,436千元，每股

盈利约人民币0.2053元，同比增长约1.68%。

2、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00,083,321 649,761,591 -23.04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常宜和宜长公司支付了项目建设

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86,823,149 683,326,861 102.95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集团持有的理财产品较期初有所增

加。

预付款项 63,625,895 29,060,041 118.95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预付工程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94,427,614 130,656,171 48.81 主要是报告期末集团预缴增值税较期初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883,451,936 3,035,293,680 27.94

主要是本报告期集团按照公允价值确认的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账面价值增加， 以及报告期增持富安达基金资管计

划。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184,160 197,447,059 -33.05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根据持有的江苏银行公允价值调整其

他综合收益，相应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子公司宁常

镇溧公司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转

回。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826,392,853 1,090,607,320 -24.23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应付工程款的减少。

预收款项 93,615,925 73,454,895 27.45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预收服务区租赁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52,128,540 270,459,371 30.20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应支付的中期票据等利息增加。

预计负债 0 461,700 -100 主要是报告期宁连公路道路管养工程发生相关费用。

递延所得税负债 382,891,617 250,660,721 52.75

主要是报告期集团按照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调整其他综合收益，并相应调整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1,531,422,368 837,827,667 82.78

主要是报告期集团按照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调整其他综合收益。

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

同期

增减

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

收入

2,362,097,802 2,822,575,100 -16.31

报告期内，集团道路通行费收入虽然同比增长，但由于地产业务交付

结转规模小于上年同期，地产业务结转收入同比减少，导致营业收入

同比下降。

营业

成本

947,984,334 1,298,214,043 -26.98

主要由于报告期子公司宁沪置业地产项目交付结转规模小于上年同

期，地产业务成本同比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25,754,183 84,225,721 -69.42

主要由于报告期子公司宁沪置业地产项目交付结转规模小于上年同

期所致。

销售

费用

8,711,111 2,500,645 248.35

主要由于去年同期瀚威未纳入合并范围，以及本报告期子公司宁沪

置业地产业务相关广告宣传费用的同比增加。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1,186,005 424,161 179.61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宁沪投资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

加。

投资

收益

145,076,684 85,157,760 70.36 主要由于报告期联营公司贡献的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资产处置收

益

18,791 -69,626 - 主要是资产处置收益的同比增加。

营业外收入 275,647 82,113 235.69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714,067 5,276,789 -48.57 主要由于报告期路产修复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

额

721,235,951 1,515,656,602 -52.41

主要是报告期集团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下降，导致其

他综合收益减少。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

同期

增减

幅度%

变动原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0,997,251 433,102,500 -62.83

主要由于报告期在建路桥项目建设贷款同比减少，导致筹资

活动的现金净流入同比下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9年4月12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为充分发挥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本公司继续追加投资由富安达

基金设立的“富安达-富享15号股票型资产管理计划” ，追加出资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累计出资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资产管理计划

期限不超过4年。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宁沪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出资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参与投资发起设立房地产母基金二期；该投资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增加现金

管理收益，并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的股权投资平台的作用，为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以上两个事项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2019年4月13日发布的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德军

日期2019年4月26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 � �编号：临2019-013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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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19年4月26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三）会议应到董事13人，董事吴新华先生、胡煜女士因公务不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姚永嘉先生代为表决并对所有议案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张柱庭先生因公务不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林辉先生代为表决并对所有议案表示同意；本次会议出席并授权董事13人。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并批准本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业绩公告，并以中文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及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

以中英文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jsexpressway.com）上刊登；并批准印刷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批准本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投资建设龙潭过江通道项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资本金出资不超过14亿元投资建设龙潭过江通道项目，并授权董事孙悉斌先生处理后续事宜。

龙潭过江通道位于南京长江四桥与润扬大桥之间，向西距南京长江四桥17公里，向东距润扬大桥29公里，规划中南接沪宁高速，北接宁

盐高速，为仪禄高速公路（S47仪征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工程）控制性工程，项目北起于仪征境内江北长江大堤，于滁河入江口东侧过长江，

南岸穿过南京综合保税区，止于S338省道，线路与S338省道相交设置龙潭互通。龙潭过江通道全长4.963公里，主跨为1560米钢箱梁悬索桥，

为双向六车道。龙潭过江通道建设工期约5年，龙潭过江通道工可批复总投资为人民币57.93亿元，计划于2019年开工。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设立江苏扬子江高速通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管理公司” ）（暂定）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成立扬子江管理公司，新设扬子江管理公司主要负责统筹高速公路及桥梁的经营管理，并授权董事孙

悉斌先生、董事姚永嘉先生处理后续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并批准《聘任颜耘女士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颜耘女士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聘期为三年(任期自本董事会批准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并批准《聘任许克强先生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许克强先生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聘期为三年(任期自本董事会批准日起)。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并批准《关于委任派发本公司H股股息代理人的议案》。

同意委任中国银行（香港）信托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H股股息的代理人，代本公司派发及处理本公司向H股股东宣布的股息；并授权财

务总监任卓华女士为新的授权签名人与中国银行（香港）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相关代理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候选高管简历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候选高管简历

颜耘，女，197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颜女士曾任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汤山收费站站长、宁镇管理处处长助

理兼办公室主任、经营发展公司副经理、经理；现任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颜女士一直从事高速公路企业管理工作，具

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许克强，男，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双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正高级人力资源师,注册企业法律顾问,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许先生曾

任江苏东方高速公路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江苏省宁淮高速公路南京管理处指挥调度中心主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副主管、主管、高级主管。现任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许先生长期从事高速公路营运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高速公

路企业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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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龙潭过江通道项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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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投资龙潭过江通道新建项目。

●投资金额：公司资本金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投资龙潭过江通道新建项目。

●特别风险提示:�可能存在国家收费公路政策变化、投资增加、利率变化以及建设经营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做好相关风

险的控制。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收费路桥主业资产规模，巩固在江苏省南部路网中的主导地位，促进公司未来主营收入的稳步增长；公司于2019年

4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批准投资龙潭过江通道新建项目，公司拟出资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投资建设龙潭过

江通道项目，并授权董事孙悉斌先生处理后续事宜。

以上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还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方可实施。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4762764K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德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3774.75万元 成立日期 1992年08月01日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营业期限自 1992年08月01日 营业期限至

经营范围

石油制品零售，汽车维修，住宿、餐饮、食品销售，书报刊零售、出租（以上均限批准的分支机构经营）。高速公路建设和维

护管理，按章对通过车辆收费等。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8,162,729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9,353,857千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9,969,011�

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475,711千元。

三、投资标的情况

龙潭过江通道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17-2035�年）》中S47仪征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控制性工程，衔接宁盐

（规划）、沪陕、沪宁、长深等多条高速公路，对完善优化区域高速公路网、加强路网间的互联互通功能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龙潭过江通道串

联了仪征化工园区、龙潭港、南京综合保税区、句容经济开发区、南京禄口机场空港等经济区，对完善龙潭港、禄口机场集疏运体系，打造江海

空联运枢纽，建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起到重要作用。

龙潭过江通道全长4.963公里，主跨为1560米钢箱梁悬索桥，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该通道位于南京长江四桥与润扬大桥之间，向

西距南京长江四桥17公里，向东距润扬大桥29公里。项目起点位于仪征境内江北长江大堤，于滁河入江口东侧过长江后，止于S338省道。项目

建设工期约5年，计划于2019年全面开工，建设工期约5年，与其南北接线工程同步建成通车。龙潭过江通道工可批复总投资57.93亿元，资本

金23.18亿元（占比40%），剩余投资34.75亿元通过银行贷款取得。公司投资约12.43亿元资本金，出资占比约53.6%。

拟投资的龙潭过江通道新建项目还在筹备阶段，其他投资方尚未确定，待确定后，公司将会根据两地交易所的监管规则的要求做进展

公告。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投资龙潭过江通道新建项目，待其他投资方确定后，再签署投资合作协议。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龙潭过江通道项目是南京市新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起沪宁、沪陕等多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并连接龙潭港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项

目区位优势较为明显。从战略的角度看，投资本项目可以进一步拓展公司收费路桥主业，充分发挥公司在区域路网中运营管理的规模优势，

同时可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区域路网中的占有率，对于维持公司在苏南路网及跨江大桥项目中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司董事一致认为上述项目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符合公司股东整体利益。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投资龙潭过江通道项目的风险分析

1、政策风险。

由于项目运营期限长，运营期内收费公路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未来项目营运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公司将加强政策研究、跟踪政策变化并积极做出应对，目前判断收费公路政策相对稳定。

2、投资增加风险

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涉及征地拆迁，以及设计、招标、施工及竣工结算等多个环节，涉及面广，不可预见因素较多，可能使项目总投资超过

预算。

应对措施：公司将优化设计方案，尽量减少占地、拆迁及建设体量；合法、合规组织招标工作并签署严格的施工合同；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严格控制建设成本。

3、施工风险

施工风险包括施工期可能对周边环境引发的风险，以及因外部不可抗力导致的工期延误等风险。

应对措施：本项目已经相应制定了系列风险防范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降低以致消除施工风险的效果。

4、经营风险

项目交通量和通行费收入受区域经济发展、综合交通发展、路网变化等影响较大，可能使预测准确性降低，实际收入达不到预期。

应对措施：项目通车后规范运营管理，保证路面路况良好和畅通，提供更优质的高速公路服务，吸引车流量；江苏南部经济发达地区路

网中的重要位置，交通量和通行费收入增长潜力较大，经营风险相对较小。

5、利率风险

项目投资额大，债务性融资额相应较大，市场利率变化会对投资收益带来影响。

应对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尽量使用低成本融资，搭配一定比例的固定利率融资。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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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扬子江管理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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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设立江苏扬子江高速通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

管理公司” ）（暂定名）。

●投资金额公司拟出资人民币0.5亿元设立扬子江管理公司。

●特别风险提示:�可能存在国家收费公路政策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做好相关风险的控制。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进一步拓展公司收费路桥主业， 充分发挥公司在区域路网中运营管理的规模优势， 同时可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区域路网中的占有

率；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批准拟设立扬子江管理公司（暂定名）。公司拟出资人民币0.5亿元，成立

扬子江管理公司，并授权董事孙悉斌先生、董事姚永嘉先生处理后续事宜。新设扬子江管理公司主要负责高速公路及桥梁的经营管理。

以上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还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方可实施。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4762764K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德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3774.75万元 成立日期 1992年08月01日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营业期限自 1992年08月01日 营业期限至

经营范围

石油制品零售，汽车维修，住宿、餐饮、食品销售，书报刊零售、出租（以上均限批准的分支机构经营）。高速公路建设和维

护管理，按章对通过车辆收费等。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8,162,729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9,353,857千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9,969,011�

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475,711千元。

三、投资标的情况

拟设立的扬子江管理公司为了管理苏南部分路桥项目的日常营运工作。拟设立的扬子江管理公司还在筹备阶段，待确定后，公司将会

根据两地交易所的监管规则的要求做进展公告。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独资设立扬子江管理公司，没有其他投资方。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设立扬子江管理公司，有助于围绕建设国内一流公司、行业内领先企业的目标，深化企业改革，提升管理效率；通过推进江苏省南部路

网中路桥运营集中管理平台的建设，实现路桥区域化经营，发挥集团优势，提升运营效能，实现规模效益。公司也将通过输出高速公路经营

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降低管理成本，进一步强化在苏南路网中的主导地位。

公司董事一致认为上述项目具有一定的价值。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符合公司股东整体利益。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设立扬子江管理公司可能存在国家收费公路政策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做好相关风险的控制。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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