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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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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知和文件。本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公司住所地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10 人，实参加董事 10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一）与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刘金宇回避表决。 

（三）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瞿元庆回避表决。 

（四）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周庆霞回避表决。 

（五）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长择机确定具体召开

时间和地点。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一）同意提名章宏韬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章宏韬先生，出生于 1966 年 10 月，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历任安徽省农

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政治处职员，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秘书、副科

秘书，安徽证券交易中心综合部（办公室）经理助理、副经理（副主任），安徽

省证券公司合肥蒙城路营业部总经理，华安证券办公室副主任、总裁助理兼办公

室主任、副总裁、公司董事、总裁。现任华安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华富

基金董事长、华安期货董事、中国证券业协会托管结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

省证券期货业协会会长。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同意提名陈蓓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陈蓓女士，出生于 1965 年 12 月，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安徽省体委文史办公

室工作人员、安徽省体委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安徽省直团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安

徽省直团工委组织部部长、安徽团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安徽团省委学校部副

部长、安徽团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徽团省委联络部副部长、安徽团省委联络部

部长、安徽省纪委信访室正处级干部、安徽省委巡视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安徽省

纪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安徽省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现任华安证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同意提名李仕兵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李仕兵先生，出生于 1970 年 10 月，博士学位。历任安徽出版集团经营发展

部投资经理、安徽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安徽

华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安徽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安徽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

事，安徽出版集团经营发展部主任兼招标办主任。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同意提名瞿元庆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瞿元庆先生，出生于 1967 年 11 月，大学本科学历。历任东方国际集团上海

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

书记。现任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华安证券董事、东方

国际集团上海市针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家纺有限公

司董事长、上海东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同意提名周庆霞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周庆霞女士，出生于 1970 年 9 月，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安徽省

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安徽省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金融管理公司总经理，金融管理部主任，兼任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现任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

任华安证券董事、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元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安元创新风险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同意提名徐义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徐义明先生，出生于 1963 年 10 月，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安徽省公路桥梁工

程公司机械处出纳、会计、主办会计、财务科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副总

经理，安徽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同意提名王守琦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王守琦先生，出生于 1964 年 10 月，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安徽省淮北市果品

公司会计主管，安徽省淮北市信托投资公司会计主管、会计科副科长、稽核监察

室主任，安徽省证券公司淮北营业部总经理、淮北古城路营业部总经理，华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商都路营业部总经理。现任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副书

记、纪检监察室主任。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同意提名尹中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尹中立先生，出生于 1967 年 2 月，博士学位。历任深圳商业银行职员，深

圳天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中国投资银行深圳分行办公室主任，广东明珠

球阀股份公司总裁助理，招商证券公司研发中心高级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同意提名郑振龙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郑振龙先生，出生于 1966 年 3 月，博士学位。历任厦门大学财金系助教、

教师、副教授，金融系教授。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同意提名王烨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王烨先生，出生于 1970 年 11 月，会计学博士，教授。历任安徽财贸学院助

教、讲师、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现任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兼任

华安证券独立董事、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同意提名李晓玲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李晓玲女士，出生于 1958 年 3 月，经济学学士学位，会计学教授。历任安

徽大学财务处处长，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安徽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院长。现任安徽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度自营业务规模的预案》；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自营管理、风险监控等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在以下额度内确定、调整公司 2019 年度自营投资的总金额： 

（一）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的合计额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 100%，

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的合计额不超过公司资本的 400%。上述额度不

包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因融资融券业务、承销业务所发生的被动型持仓。 

（二）公司实施自营投资过程中如果发生情况变化，需要调整上述额度，授

权董事会进行调整并予公告。 

公司经营层将审慎经营，根据市场环境决定实际自营投资额度的大小。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度信用交易业务规模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会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建议 2019 年度在不超过人民

币 200 万元的范围内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确定审计费用。

如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变更导致审计费用增加，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相关审

计费用。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预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以 2018 年末总股本 3,621,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17,260,000.00 元，占

2018 年度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9.23%，占母公司当年可供分配



利润的 78.82%，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要求。分配后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1,657,881,639.74 元，结转至下一年

度。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后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资产及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重大关联交易专项稽核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合规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考核及薪酬情况和

2019 年任务目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工具管理办法>等

制度修订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华富嘉业参与设立安徽皖投安华现

代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华富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5 亿元与安

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安徽交控资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安徽皖投安华现代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

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华富嘉业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华富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5 亿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华富嘉业注册资本将由人民

币 5 亿元，增至 8.5 亿元，股权结构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预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会议还审阅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安证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

专项审计报告》，听取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