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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4月 1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

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12日下午 14: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亲自出席董事 6名，委托出席董事 1名：熊海涛

董事因出差委托何宇飞董事出席。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宇飞先生主持，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审议认为 2018 年度公司经营层有效执行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

较好地完成了 2018年度经营目标，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 2019年工作做了详细

规划和安排。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的“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2018年年

度报告》及《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中的“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2018

年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阅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等资料，认为编制和审议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

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634.77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6,273.93

万元，增幅为 19.06%；实现营业利润 10,795.51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5,801.80

万元，增幅为 116.18%；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68.12 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 4,035.77万元，增幅为 93.1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公司的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 62,680,017.63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净

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6,268,001.7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2,173,498.23 元，减去本年支付的普通股股利 52,130,234.20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56,455,279.90 元，合并报表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 144,056,800.17元。 

公司拟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6,663.9171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10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 55,994,225.91 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进行了认真的自查和分析，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

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独立董事审核同意，董事会同意续聘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关于 2019年度财

务审计费用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市场价格与审计机构协商确

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有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

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现有

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进行了盘点、清查、分析，根据固定资产的使用



 

状况和未来盈利能力，对相关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公司拟

对部分存在减值情形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如下表所示： 

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已计提减值 

准备 
账面净值 

本次拟计提 

减值准备 

房屋建筑物 8,301,901.16 1,923,536.84 - 6,378,364.32 5,963,269.26 

机器设备 21,801,672.09 9,417,179.98 2,416,566.72 9,967,925.39 8,877,841.78 

小   计 30,103,573.25 11,340,716.82 2,416,566.72 16,346,289.71 14,841,111.04 

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484.11万元，将减少公司 2018年度 1-12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84.11 万元，相应减少公司 2018 年度 1-12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484.11 万元。 

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后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当期的资产及经营状况，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公司本次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因此，同意公司计提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14,841,111.04 元。 

《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中国

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森塑胶”）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12,441.82 万元，较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10,000 万元多出 2,441.82

万元，完成 2018年度业绩承诺的 124.42%。华森塑胶 2018年度净利润实现数达

到了承诺净利润数，不需要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偿。 

《关于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公告》、独

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财务顾问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和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核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

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提出换届选举。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设董事 7名，其中独立董事 3名。 

经广泛征询相关股东提名建议，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提名何

宇飞先生、王子平先生、熊海涛女士、张洋先生、徐坚先生、黄书敏先生、龙成

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徐坚先生、黄书敏先生、龙成凤女

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拟聘董事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

位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同意董事会的提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

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对被提出异议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公司将立即修改选举独立董事的相关提案并公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

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何宇飞、王

子平、张洋回避表决。 



 

1、本议案适用期限：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 日。 

2、薪酬标准 

（1）独立董事的津贴：独立董事：杨栩先生、黄书敏先生、龙成凤女士以

及新任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8 万元整/年。 

（2）公司董事的薪酬或津贴：公司董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

按公司相关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领取薪酬，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再另行领取董事津

贴。 

单位：万元（人民币）/年 

序号 姓名 职务 金额 备注 

1 何宇飞 董事长 70 津贴 

2 王子平 董事、总经理 60  

3 熊海涛 董事 0 不在公司及子公司

领取薪酬或津贴 

4 张洋 董事 45  

（3）公司监事的薪酬：公司监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公

司相关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领取薪酬，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年 

序号 姓名 职务 金额 

1 李向东 监事会主席 40 

2 赫长生 监事 40 

2 许艺强 监事 20 

上述薪酬均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独立董事、董事、监事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监事

会会议、股东大会的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可根据年

度总体经营业绩完成情况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情况，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议，可以给予部分董事和监事一定比例和金额的绩效奖金。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2日 



 

附件：《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何宇飞 先生：汉族，出生于 1967年 12月，中国国籍。2011年毕业于中山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05年 1月-2011年 12月任广州康鑫

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0年 7月至今任广州廷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2015年 11月至今任广州安捷汽车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 1月至今任广州

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 2月至今任公司控股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经理。 

何宇飞先生目前为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579,800 股。何宇飞先生的爱人熊玲瑶女士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熊海涛女士的侄

女。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

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王子平 先生：汉族，出生于 1969年 8月，中国国籍，工程师。现任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1994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4 年-1999 年供职于城建天宁消防有限公司。1999 年参与创建北京高盟化工

有限公司（公司前身），2006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王子平先生目前为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550,000 股，同时持有公司股东青岛高盟投资有限公司 20%的股权，为青岛高

盟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

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熊海涛 女士：汉族，出生于 1964 年 4 月，中国国籍。2005 年毕业于中山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09 年 1 月至今任金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2011 年 1 月至今任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3 年 7



 

月至今任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控股股

东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 年 3 月至今任广州毅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熊海涛女士目前为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公司股

东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诚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76,542,892 股，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

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张洋 先生：汉族，出生于 1968年 9月，中国国籍，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武

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常务副总。1997-2000年在厦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任上海公

司副总经理；2001-2003 年在香港瑞丰投资有限公司任山东公司副总经理；

2004-2012 年在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贸易中心副总经理；2013-2015 年在金

发绿可木塑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5-2016年在博创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任副总经理；2017 年 8 月至今在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2000

年至今在厦门元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广州元喜鞋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张洋先生目前为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30,00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徐坚 先生：汉族，出生于 1961 年 6 月，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94 年毕

业于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获博士学位。1985年 4月至 1992年 1月在北京

化工学院任讲师；1995 年 3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从事科

研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2019 年 1 月至今在深圳大学任特聘教

授。 



 

徐坚先生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

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

项职责。 

 

黄书敏 先生：汉族，出生于 1967年 6月，中国国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士，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1997 年 4月至 1998年 6月在深圳新世纪律师事务所

任律师助理；1998年 6月至 2015 年 3月先后在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广东华文

律师事务所、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任律师；2015 年 3 月至今在北京市炜衡（深

圳）律师事务所历任律师、主任。 

黄书敏先生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其他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

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

项职责。 

 

龙成凤 女士：彝族，出生于 1970 年 10 月，中国国籍，财务管理副教授。

2004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专业，获博士学位。1992 年 7 月至 1994

年 7 月在广西省财政厅任助理研究员；1997 年 7 月至今在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任讲师、副教授。 

龙成凤女士目前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其他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

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董事应履行的各

项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