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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5月 13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9年 5月 13日的 9:15-15:00。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出席人：2019 年 5月 8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授权代理人；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宋克新 

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二、宣布大会出席情况、会议事项及投票表决办法； 

三、推举监票人； 

四、审议各项议案： 

1、《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5、《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关于续聘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 2019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8、《关于 2019年度竞拍土地使用权及产权相关授权的议案》 

五、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 

六、股东提问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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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会议现场表决后，将由上交所信息服

务平台合并统计现场与网络表决结果，在统计期间，大会将休会一个半小时）； 

八、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九、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一、公司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董事、记录人签署会议记录； 

十二、宣布大会结束。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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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修订）的规定，公司将公布《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详见 2018 年年度报

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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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

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编制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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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一、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召开会议的次数 7 

监事会会议情况 监事会会议议题内容 

公司于 2018年 3月 19日召开第九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

则的议案》。 

公司于 2018年 4月 25日召开第九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2017 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2018 年第一季度报

告》、《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于 2018年 8月 30日召开第九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按照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

决议，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认真负责的态度，列席了公司 2018年度全部董事会会议

并发表意见，认真监督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能够严格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

制度规范运作，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能够尽职尽责，认真执行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的决议，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损害公司利

益的行为。 

三、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 2018年度的财务工作和财务状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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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了公司的定期财务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的财务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规范、

财务运行状况良好，会计核算能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财务

规定的要求执行，未发现有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行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真实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无募集资金延续到本报告期使用的情况。 

五、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拟以挂牌方式出售资产，转让价格以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公司改善经营业绩和现金流状况，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六、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按照公平、自愿、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属正常经

营必要交易，且交易定价合理有据、客观公允，公司及其股东并未因关联交易遭受

任何损害。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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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财务部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已完

成《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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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一、决算编制说明 

    本次决算的编制是在母公司报表的基础上，按照合并报表的

编制要求，编制的 2018年度财务决算。本次决算范围包括天津

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天津海泰企

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海泰企业家俱乐部有限公司、天津

海泰方成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海泰方圆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海

泰方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海泰创意科技园投资有限公司、天

津滨海齐泰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百竹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

天津海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与上年同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二、主要财务指标说明 

图表-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    标 2018年 2017年 增幅% 

营业收入  78,144  51,197 52.63 

利润总额   1,446   1,174 23.18 

净利润   1,466   1,428  2.67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466   1,428  2.67 

总资产 353,386 359,264 -1.64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69,587 168,832  0.45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营业收入为 7.81 亿元，同比增

长 52.63%，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房产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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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润总额为 1446 万元，同比增长 23.18%，净利润和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为 1466万元，相比上年同期略有增长，主要原因是

公司报告期内计提所得税项下递延所得税为负数所致。 

公司总资产为 35.34 亿元，同比下降 1.64%，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房产销售导致期末存货减少所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6.96 亿元，同比增长 0.45%，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盈利所致。 

三、财务指标变动情况说明 

（一）资本变动说明 

图表-2：资本结构比重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2017年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流动资产 342,581  96.94 349,223  97.21 

投资性房地产   6,210   1.76   6,447   1.79 

固定资产     412   0.12     427   0.12 

其他资产   4,183   1.18   3,167   0.88 

资产合计 353,386 100.00 359,264 100.00 

流动负债 149,452  42.29 163,992  45.65 

非流动负债  34,348   9.72  26,440   7.36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169,587  47.99 168,832  46.99 

少数股东权益         

负债及权益合计 353,386 100.00 359,264 100.00 

     从图表-2 反映出，公司 2018 年资本结构与 2017 年相比，

资产项目中流动资产比重下降，其他资产比重增长。负债及所

有者权益项目中流动负债比重下降，非流动负债和归属母公司

股东权益比重增长。变化较大的项目变动原因如下： 

流动资产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因房产销售

导致期末存货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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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产比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

增长所致； 

流动负债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因归还海泰

集团借款导致其他应付款减少所致； 

非流动负责比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导致

长期应付款增加所致；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比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

盈利导致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二）盈利能力分析 

1. 营业收入和毛利分析 

 

 

           图表-3：营业收入和毛利构成表                       单位：万元 

收入构成 2018年 2017年 增长额 增长率% 

地产销售 28,431  7,843 20,588 262.50 

房产租赁  1,979  1,924     55   2.86 

商品批发 47,482 41,190  6,292  15.28 

服务业务    252    240     12   4.90 

合    计 78,144 51,197 26,947  52.63 

毛利构成 2018年 2017年 增长额 增长率% 

地产销售 14,994 3,264 11,729  359.30 

房产租赁  1,112 1063 48    4.54 

商品批发    214 97    118  121.42 

服务业务     29 -469    498 不适用 

合    计 16,348 3,955 12,393  3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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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营业收入增长对比 

 

 

从图表-3和图表-4 反映出，2018年公司各项业务收入均比

上年同期均有所增长，其中地产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较大。 

其中： 

地产销售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拓

展营销渠道，地产销售成交量增长所致； 

商品批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批发业务市

场需求增加所致。 

 

 

 

图表-5：营业毛利增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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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表-3 和图表-5 反映出，2018 年公司各项业务毛利比上

年同期均有所增长，其中地产销售收入毛利增长较大，服务收

入毛利由负转正。 

其中： 

地产销售毛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地产销售收

入增加所致； 

服务业务毛利由负转正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服务业

成本合并抵消口径变化所致。 

2. 利润构成分析 

图表-6：利润构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增长额 增长率 

2018 年 2017年 （万元） % 

营业收入 78,144  51,197 26,946    52.63  

营业成本 61,795  47,242 14,554    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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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金及附加 3,708 1,406 2,302   163.66  

销售费用 1,968  1,924    44     2.30  

    管理费用 1,236  1,310   -74    -5.63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8,788  7,422 1,366    18.40  

资产减值损失 46  -165   210   不适用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 9 13    -3   -26.12  

资产处臵收益 -0 7,334 -7,334  -100.00  

营业外收支净额     834 1,770  -935   -52.86  

利润总额   1,446 1,174     272   23.1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466 1,428      38    2.67 

 

从图表-6 反映出， 2018 年在资产处臵收益和营业外收支

净额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利润总额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与去

年同期相比均有所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毛利率较高的地

产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其他增减变动较大项目原因如下：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本期地产销售成交量增长

所致； 

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地产销售成

交量增长，相应计提的土地增值税金额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计提

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理财

产品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处臵收益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



                             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14 -  

同期处臵国际创业中心房产所致； 

营业外收支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公

司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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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 223,491.60 元，根据《公司章程》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22,349.16 元，

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201,142.44元，2018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446,438,914.91元。 

根据公司 2019年经营计划并结合公司行业特点及发展现状，2019年公司对经营

性现金流的需求压力较大，为实现公司 2019年经营目标，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实力，

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谋求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经综合考虑公司 2018年

度不分红不转增，剩余未分配利润 446,438,914.91 元转结下一年度。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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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

订）的规定，公司将公布《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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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续聘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工作。为

保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拟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由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对

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聘期一年。同时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与审计机构签订 2019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合同，综合

市场价格确定 2019年度的审计费用（预计 2019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不超过 40万元，

内控审计费用不超过 20万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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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 2019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9年度经营发展需要，保障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

的持续性和各地产项目投资建设的有序推进，2019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信

托、委托贷款、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拟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做如下批准及授权： 

1、授权公司董事长确定向各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方式、额度和期限等具体事项。 

2、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履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它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定程序后，代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按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

合同管理制度规定的程序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借款合同及相关的抵押合同、担保

合同、反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书。 

3、在本次授信额度范围内发生的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借款事项，批准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进行相应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相关的抵押合同、

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书。 

上述授权有效期截止至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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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 2019 年度竞拍土地使用权及产权相关授权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规范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上市公司竞拍土地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

定，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满足公司 2019

年度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对 2019年度可能发生的竞拍土地总金额及可能发生的产权

竞买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  

经预估测算，2019年度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可能发生的土地竞拍总金额

为10亿元。在此额度内，提请公司董事会在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之内，授权公司经营层参加与公司主业相关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竞买相关活动并办理相关事宜，公司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 

此外提请公司董事会在 2018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之内，授权公司经营层参加与公司主业相关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交易产权的竞

买相关活动并办理相关事宜。产权竞买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公司董事会

将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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