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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 2019-006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19年4月11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558号本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与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4、董事长周文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议案逐项进行了认真审议，以现场与通讯表决方式

进行了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

告》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资产总计 391,790.52万元，负债合计 158,701.5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32,787.47万元。  

2018年度，公司合并营业总收入 366,552.41万元，比上年度增长 7.89%；实现营业 

利润 6,466.64 万元，同比下降 59.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31.94 万元， 

比上年度下降 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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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公司在总结 2018 年经营情况和分析 2019 年经营形势的基础上，结合公司战略发展 

目标及市场开拓情况，本着求实客观的原则编制 2019年度财务预算：公司 2019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50亿元。  

本预算为公司 2019 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不代表公司 2019 年度盈利 

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

者特别注意！ 

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详见《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魏嶷、尚志强、吴星宇向董事会提交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并将在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向股东做述职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319,435.13元，2018年度末归属母公司未分配的利润总额为 1,146,029,380.07元。

公司以 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 406,274,9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本次利润分配 81,254,993.4

元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1,064,774,386.67元转入下一年度。  

独立董事对《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对年度报告中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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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年 度 报 告 》 及 摘 要 详 见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巨 潮 资 讯

(http://www.cninfo.com.cn）,《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对《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8、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

表》 

公司对 2018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公司不存在未落实内部控制规

则的相关情况。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9、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本公

司 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独立董事对《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9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8年度的财务情况及经营需要，公司拟向下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

度不超过 350,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21,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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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60,000 万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期限一年。 

（3）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七宝支行申请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期限一年。 

（4）公司向兴业银行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一年。 

（5）公司向民生银行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一年。 

（6）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7）公司向华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期限一年。 

（8）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9）公司向中国银行上海市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

限一年。 

（10）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期限一年。 

（11）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申请人民币 20,000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12）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期限一年。 

（13）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期限一年。 

（14）公司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0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15）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一年。 

（16）公司向以上各银行及其他银行额外申请人民币 36,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期限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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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银行授信及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贷款提供总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105,844.32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担保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表示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

汇业务的议案》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货币汇率变动加大，为锁定当期结售汇成本，降低

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成果造成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择机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

务，远期结汇的额度累计不超过 1000万美元。 

独立董事对《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和

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13、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及所有全资子公司使

用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独立董事对《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4、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关于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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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18 年

-2020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为完善和健全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学、持续、

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

念，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制度的规定，公

司董事会制订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 年-2020 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6、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17、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19年 5月 7日下午 14：30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需要

股东审议的议案，并审议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听取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述职

报告。 

《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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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2019 年 4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