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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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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7

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

通知，会议于 2019年 4月 17日上午 10点 30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5人，实际参加 5人，公司的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知

悉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董事认真听取了总裁贾彬所作的《公司 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认为

2018 年度公司经营管理层有效执行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使公司保

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认为 2018年度公

司董事会有效履行了自身职责。认为公司董事会有效执行了股东大会赋予的各

项职能，对公司主营业务和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讨论，明确了公司 2019年

工作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18 年，公司在年初制定预算指标时，继续按照原 2016~2020 年五年计划

中制定的市场份额快速扩张的路径，制定了年度预算各项指标。后因大股东颜华

的债务危机对公司信贷规模造成明显影响，公司管理层决定调整原来的扩张战

略，转为维持收入规模、提升盈利能力的经营战略，且 2018 年下半年，公司实

施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因此在费用预算中并未包括股权激励摊销。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272,547.62 万元，同比下降 8.11%，净利润 2,434.92 万元，同比下降

62.74%；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424.21万元，同比下降 60.62%。 

以上各项利润金额中包含了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应在 2018 年内摊销

的股权激励费用 5,483.72 万元，因此，如加回摊销的股权激励费用，公司净利

润为 7,918.64 万元，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7,907.93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内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11,172,305.98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7,983,795.74 元，减去 2017 年度分配利润 0元，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母

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73,188,510.24 元。2018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242,104.52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报表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 418,570,187.45元。 

鉴于截至 2018年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值，且公司 2019年有债券回

售的重大现金支出事项发生。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和稳定发展，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维

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综合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和短期经营发展，根据《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2018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分红送股，也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公司不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内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关于 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公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与会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认为报告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8年整体经营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照既定内部控制检查监督的计划完成工作，内

部控制检查监督的工作计划涵盖了内部控制的主要方面和全部过程，为内部控制

制度执行、反馈、完善提供了合理的保证，公司董事长及全体董事对本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的真实性、完整性集体负责。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内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及支付聘请的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鉴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相关业务执业资格，为公司

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且其具备较

好的服务意识、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及同意，

以及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拟继续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

为 2019 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拟支付该所 2018年度报酬 185万元（含

出具单家子公司审计报告）。独立董事对聘请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内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关于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

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9 年-2021 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利润分配政策，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机制，增

加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维护公司股东合法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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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

了《公司未来三年（2019年-2021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内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未来三年（2019

年-2021 年）股东回报规划》、《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发

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8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因原 35名激励对象刘诗龙、柳森平、黄偌昊、王建国、杜常春、翁春海、

钱银军、余晖、孔祥峰、周军、黄冬香、孔兵、王俊杰、蔡一鸣、邓平华、包骏、

徐佳、张灵华、陈礼荣、张永成、徐振兴、沈鹏、高梦月、欧阳慧蓉、蒋阳博闻、

刘振、宁磊、范玉丹、冯培菊、许越、宫建华、郝立伟、邹显国、江文明、郭小

卫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按照回购价格（4.5 元/股）对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 113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资金金额按此回购价格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本次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议案关联董事陈泽、胡东群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发表了专项法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的法律意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总计 113 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现在的

59,846.3412 万股变更为 59,733.3412 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9,846.3412万

元变更为人民币 59,733.3412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德

梅柯”）、湖北德梅柯焊接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德梅柯”）、西安龙

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龙德”）、湖北迪迈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迪迈威”）、湖北网联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网

联”）、控股子公司沈阳慧远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慧远”）及

全资孙公司山东天泽软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泽软控”）、烟台达源自

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达源”）提供总额不超过 15亿元的银行融

资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董事会认为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湖北德梅柯、西安龙德、湖北

迪迈威、湖北网联、控股子公司沈阳慧远以及全资孙公司天泽软控、烟台达源提

供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的银行融资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此事项可保证其日常经营

及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促进其主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助于解决其在业



务拓展过程中遇到的融资问题,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内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日常经营和项目融资需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或等额外币）20亿元（含 20亿元）的授信额度，并启用该额

度。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包

含通过银行发放的委托贷款）。 

以上授信额度限额可分多次循环使用。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

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金融机构和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湖北德梅柯焊接装备有

限公司、西安龙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迪迈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及全资孙

公司山东天泽软控技术有限公司拟为母公司华昌达提供总额不超过 8亿元的银

行融资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董事会认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梅柯、湖北德梅柯、西安龙德、湖北迪迈威以

及全资孙公司天泽软控拟为母公司华昌达提供总额不超过 8 亿元的银行融资全

额连带责任担保，此事项可保证其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促进其主业持续稳定发

展。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内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拟补选贾彬先生、华家蓉女士为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贾彬先生、华家蓉女士的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内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最新修订的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该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内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8日 

 


